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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析述國民小學師傅校長教導課程與永續領導能力關係之研究，共分

為三節。第一節為師傅校長教導課程的理論與研究；第二節為校長永續領導能力

的理論與研究；第三節為師傅校長教導課程與永續領導能力之關係探討。 
 

第一節  師傅校長教導課程的理論與研究 

林志成（2002）指出，過去學校行政人員專業發展課程設計，甚少考

慮行動智慧的培育，大多忽略教授間彼此授課內容的協調統整，教學時亦

較少使用教學暨學習檔案評量，其現象容易形成理論、研究與實務等三者

的落差異化，使學校行政人員專業發展異化為偏重零碎知識的學習與外在

的、形式的、表象的進修，並且未能深究學校行政人員專業發展課程能否

培養一位能反省思考、能改進問題、具行動研究能力與行動智慧的學校行

政人員，故學校行政人員進修後未必能對校園中反教育的行政行為有所覺

知，也未必能改善校園中許多被視為理所當然的「反教育的學校行政行

為」。因此透過行動智慧的體現，包含內隱知識和外顯知識，師傅校長在

候用校長或初任校長其間的輔導與經驗傳承，將具有相當大的影響。 

Parkay 與 Rhodes（1992）提到初任校長會面臨到的問題包含經驗上不

足所帶來的緊張、調適從理論上到實務上無情的壓力、處理事務的技能

等。雖然現今有許多專門針對校長培育的課程計畫，內容包含教育政策、

學校相關法律、財政、人事、統計和政治，學習這些固然重要，然則學習

「領導」卻無法不在實務現場施行（Young & Sheets, 2003）。因此若能透

過師傅教導（mentoring）方案，找尋年長有經驗的行政專家結合實務訓練的

部分，將可以幫助初任校長解決上述問題（Robert, 2001）。雖然師傅教導

(mentoring)一詞出現已有一千多年，但也是近三十年才認為師傅與徒弟的支持、

諮詢與輔導關係具有學術與專業的肯定（楊深耕，2004）。以下即分別針對壹、

師傅校長教導課程理論與基礎；貳、師傅校長教導課程的重要性；參、師傅校長

教導課程的制度；肆、師傅校長教導課程的內涵；伍、師傅校長教導課程實施現

況以及；陸、師傅校長教導課程的相關研究進行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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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師傅校長教導課程的理論與基礎 

一、認知學徒制的意義與內涵 

    認知學徒制（cognitive apprenticeship）又稱為養成訓練，其主要目的在訓練

學習者成為合格的技術或專業人員。是一種「師傅帶學徒」、「學徒向師傅學習」

的教與學基本型態（陳木金、邱馨儀、蔡易芷、高慧容，2005）。 

此詞彙最早由 Collins、Brown 與 Newman（1987）所提出，說明此詞彙有兩

個意義：1.著重在由專家來教導、處理複雜技能的過程，同時強調專家過程與情

境學習。2.著重認知以及後設認知層面，而非傳統學徒制（traditional 

apprenticeship）所強調的動作技能與過程。因此，Collins、Brown 與 Holum（1991）

即說明傳統學徒制（traditional apprenticeship）與認知學徒制（cognitive 

apprenticeship）的差異。傳統學徒制乃由專家示範如何完成任務，而後由徒弟接

受練習操作，如此反覆經由示範與操作的過程直到徒弟能獨力完成任務為止。因

此傳統學徒制包含四個重要的面向，分別為：示範（modeling）、提供鷹架

（scaffolding）、撤除（fading）以及指導（coaching）。分別詳述如下： 

1.示範（modeling）：由徒弟觀察師傅示範，如何完成任務中的每一部份，專家

讓每個目標流程皆顯而易見。 

2.提供鷹架（scaffolding）：師傅給予徒弟完成工作的機會，這過程由專家適時地

提供下一步的提示，以讓徒弟完成任務。 

3.撤除（fading）：其概念為逐漸減少給予徒弟的支持與協助，讓徒弟有更多的機

會獨立完成。 

4.指導（coaching）：此部分存在於整個學徒制的經驗當中，師傅透過各種不同的

活動，例如選擇任務工作、提供提示及鷹架、評估徒弟進行的情形、面對各種

問題時的對話、給予鼓勵、回饋、結構性的教導等。簡單地說指導（coaching）

乃指整個學徒學習過程中的任何管理過程。 

而認知學徒制除了以上四個面向的策略外，另具有「闡明」 

（articulation）:學習者嘗試向他人解釋他對過程的理解；「反思」（reflection）：

學習者將自己問題解決的過程和專家或同儕進行比較，與「探索」（exploration）：

學習者不僅學習問題解決的過程，亦去激發形成並解決問題，以學習如何獨立架

構和回答問題。 

因此有三個重要的部分，是傳統學徒制（traditional apprenticeship）與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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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徒制（cognitive apprenticeship）差異之處： 

1.認知學徒制在於將思維（thinking）進行展現 

傳統學徒制的特色在於所有示範教導的動作技能是屬於外顯性的，容易被

觀察瞭解的；然而在認知學徒制的運作上，重點在於將平常難以可見的思維展

現出來，其過程應謹慎地被傳達，並包含專業技能的部分，且在實踐演練的過

程中，幫助學徒的不僅是師傅，仍包含其他學徒的提供。 

2.認知學徒制在使成果的產出對學徒有意義 

傳統學徒制的產出成品是具體的、可見的，當其進行任務工作時，學徒們

可清楚明瞭完成任務工作的指標，其成果所展現出來的價值是顯而易見的；然

而在認知學徒制，因其是不可見之思維，在學徒難以遇見成果時，如何使學徒

們瞭解、意識到成果的產出對其有價值是認知學徒制的重大挑戰。 

3.認知學徒制是讓學徒學習轉化（translate）的技能 

傳統學徒制在於使學徒學到某種技能，而此種技能通常只能應用在單一任務

工作上，其技術是無法轉化於不同學門類別之上；而認知學徒制的精神在於透過

認知的學習過程後，使學徒可以轉化所學之技能，在遇到不同情境、不同問題時

可運用已習得之能力獨立面對解決問題。 

鄭婉敏（2000）亦指出傳統學徒制（apprenticeship）結合觀察（observation）、

教導(coaching)及練習（practice），形成一種漸進式的獨立學習，即鷹架式

（scaffolding）的學習，並利用反思（reflect）方式示範以建立概念模組

（modeling）。而「認知學徒制」係指承襲傳統師生間一對一關係的教學方式與

精髓，不僅能傳授技藝，更重視認知或思考能力的學習，而非只是外顯行為的模

仿與學習。 

    吳清山、林天佑（1999）認為認知學徒制係師法傳統師徒傳授技藝的模式，

讓具有實務經驗的專家引領新手進行學習，經由專家的示範和講解，以及新手的

觀察與主動學習，在一個真實的社會情境脈絡下，透過彼此的社會互動，讓新手

主動建構知識學習的過程。 

    蔡易芷（2005）則指出，認知學徒制乃指在真實的社會情境下，經由專家的

示範、教導、講解、支持，以引領新手學習。而新手則藉由觀察、模仿、反思，

主動建構其知識，終而學得複雜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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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所述，可知所謂的認知學徒制，乃在真實的社會情境下，經由專家

透過思維展現的方式進行示範、講解，而後給予新手支持、引領，幫助其學習所

需的能力，而新手在學習的過程中，亦透過觀察、闡明、省思、探究的過程建構

學習其認知與技能，並習得解決問題的能力。 

 

二、認知學徒制的特色 

根據陳木金（1995）指出，認知學徒制（cognitive apprenticeship）可以包含

以下三種特色，包含 1.情境認知的觀察學習機會；2.從實力中找出解題的方式、

規則、策略，建立信念系統；3.檢正信念系統，發展出普遍性的原則。其更指出，

認知學徒制的進行方式有以下幾種方式：1.教師大量蒐集現象世界中可用、有用

的材料、建立知識資料庫；2.在開始教學的階段，教師用一個熟悉的現象世界活

動為任務去引起動機，藉以引導學生瞭解隱含在現象世界活動的知識規則，建立

鷹架結構（scaffolding frame）的認知系統－陳述性知識、程序性知識、策略性知

識、後設認知知識，並有效地推演到其他不熟悉現象世界活動上的問題；3.將問

題間分解成幾個成分－陳述性知識、程序性知識、策略性知識、後設認知知識，

教導學生運用多元練習，按照多元練習的特殊任務進行評鑑；4.針對評鑑的結果

加以指導與修正，支持學生表現和反省，幫助學生去整他們多元練習時擁有的成

功解決方法，幫助學生有意識地成為創造問題解決方法的專家；5.最後，經由教

學活動涵化學生，使他們獲得學習文化的認知工具－陳述性知識、程序性知識、

策略性知識、後設認知知識，統整知識，形成通則，並能夠有效使用字彙和通則

去練習、討論、回答、評鑑、及建立有效學習與使用知識的程序。 

何俊青（2004）根據多位學者的看法（田耐青，1996；Collins, Brown & Newman, 

1989；Wilson & Cole, 1991），歸納出認知學徒制的特色如下：1.啟發式的內容

(heuristic content)：不僅教導課本的知識，亦教導經驗及訣竅；2.情境學習(situated 

learning)：強調經由真實情境或至少是模擬真實的情境，讓學習者能在其工作崗

位上感受到知識的實用性；3.示範及闡明（modeling and articulation）:專家一邊

示範一邊講解說明，說明如何做及為什麼那樣做，讓學生觀察專家與生手表現上

的差異，以進行自我修正，並讓學生有機會可以說明所學習到的知識，使其想法

能做一釐清；4.教導與回饋（coaching and feedback）：示範完後再由學生練習所

觀察到的行為，並由教師觀察其表現以提供適當的幫助或提示；5.鷹架與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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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ffolding and fading）：隨著學生能力增長，教師引退成輔導者角色，逐漸將

掌控的責任交由學生接手；6.反思（reflection）:提供學習活動讓學生有機會去比

較自己與同儕、專家的思考模式及問題解決方法有何差異，並幫助學生建立不斷

自我修正與反省的能力；7.探究（exploration）：鼓勵學生自發性的學習，並嘗試

用不同的方法解決問題，觀察這些方法的成效；8.逐漸增加次數的複雜性（order 

in increasing complexity）：任務由易而難，由簡而繁，逐漸到達真實情境中的複

雜程度；9.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在真實性學習環境之下，學習行為可以

定義成一種工具上的適應，學習者以一種工具化的觀念及方法去處理與解決問

題；10.團隊合作的運用（providing collaborative work skills）：學習者將具有多重

的角色分配（multiple roles），學習者在不同情境下角色將有不同的定義。 

三、現代的師徒制內涵 

從後現代的角度認為教育所要完成的任務包含：1.課程設計：課程可傳遞新

知識，任何課程的設計，只要對整個體系有利，也就是對決策者有利。新課程不

但鼓勵專業化的提升，而且也提升並改進整個社會的運作效能；2 教學法的改

變：傳統的教學法並沒有完全失勢，學生仍必須由教師那裡學習一些東西。只是

方法上有一些改變，學生必須學習使用電腦的方法；此外，在教學的過程中，教

學不能被單純簡化為具有資料的記憶，或是能輕而易舉的操作電腦，最重要的事

擁有活用適當的相關資料的能力，解決此時此地的問題，並且把資料組織起來，

成為有效的策略；3.教育在促使技術進步：教育不應只是提供「技術」的複製與

生產，同時也必須促使它進步。那麼就不只是限於資訊的傳播，還在各種訓練的

指導中，容納所有能增加個人聯繫不同學科的能力；4.教育在培養的想像力：即

是將分離獨立的知識，有系統的組合並清晰表達的能力。人們可以觀察到知識的

生產其重要性甚於知識的傳播（詹棟樑，2005）。 

因此進入到後現代，師徒制將不再只是單純的「師傅帶學徒，學徒學師傅」

而已，需從課程設計的觀點、教學法的改變、技術的進步及培養想像力進而促使

師徒式專業成長的形成。 

陳嘉彌（2002）認為所謂的「師徒式專業成長」（mentoring professional growth）

與早期學徒制（apprenticeship）有差異，因其整合情境教學理論，合作是社會化

互動理論、三明治學習理論與專業及生涯發展，以更多元、更彈性、更自主的方

式促進師徒二人的學習，亦是一種「師徒式的生活方式」（mentoring lifestyle）。 



國民小學師傅校長教導課程與永續領導能力關係之研究 

22 

因此，Tichy 與 Cardwell（2004）所提出之「教導型組織」，強調成功的企業，

其高層領導人負有培養其他領導人的責任，且成功的領導人都有一套「可傳授的

心得」，主要包括三大部分 1.想法：領導人對於組織發展有清晰的想法，可以和

他人侃侃而談；2.價值：成功領導人和企業不但有深厚的價值觀，更讓價值觀貫

徹在組織的目標與行為之中，領導人身體力行成為價值的化身；3.情緒能量與決

斷魄力：成功的領導人不但本身精力充沛，熱愛挑戰，更主動用熱情與實際行動

來激勵，以為他人製造正面的情緒能量。 

因此，成功的領導人會利用自己的真實故事，具體帶入可傳授的心得，來影

響和刺激他人。而領導人用來激勵他人的三種故事類型，包括：1.我是誰（Who 

I am）-領導人藉個人的故事來表明自己的成長經驗，以及信念的由來；2.我們是

誰（Who we are）-領導人要描述的是組織內員工的共同經驗、行為與信念；3.

未來故事（Future stories）-成功領導人利用他描繪企業的未來，激發其他人的想

像力，吸引人願意為未來而不畏挑戰，勇敢向前。 

    因此陳木金等人（2005）歸納發現，師傅教導的概念是和「認知學徒制」

(cognitive apprenticeship)確實有相似之處，但師傅教導除了運用認知學徒制的概

念之外，還整合了其它多元理論，更強調自主性、多元性與彈性。若將師傅教導

的概念進一步運用在校長培育裡的意義即為：經由師傅校長帶領候用校長，給予

候用校長情感上的支持，並將其豐富珍貴的經驗智慧、內隱的技巧與訣竅加以傳

授，使得候用校長能學習到師傅校長的思考方式與因應策略，日後能針對所遭遇

的問題做出適當回應，成為一名稱職的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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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師傅校長教導課程的重要性 

一、師傅校長教導課程的定義 

由師傅（mentor）引領導著較年輕或較無經驗的生手這個概念最早來自於希

臘詩人荷馬（Homer）的敘事詩「奧德賽」（Odyssey）篇。希臘神尤里西斯（Ulysseus）

在起程前往小亞細亞西北部古城「特洛伊」（Troy）之前，將其兒子泰雷馬可士

（Telemachus）託付給好友 Mentor 照料，在這段時間，Mentor 不僅是泰雷馬可

士（Telemachus）的良師，並且對其保護指導，幫助其解決問題與困難。由於這

個文學上的描述，因而使人們對於師傅（mentor）有一個持久的印象：有智慧的、

有耐心的指導者，引領、並形塑同行新手們的生活（Daresh, 2004）。因此，Anderson

與 Shannon（1995）曾從奧德賽（Odyssey）的典故中歸納出良師輔導（mentoring）

的行動包含四項過程：1.意向性的過程：輔導者有意向的體會到其對受輔導者之

責任；2.栽培的過程：促進新手的成長與發展，使其充分成熟；3.啟迪的過程：

以良師的智慧啟迪、教導新手；4.支持和保護的過程：保護新手的安全，並作為

其心理上的支持者（引自黃嘉雄，1997）。 

Ashbure、Mann 與 Purdue（1987）定義師傅教導如同建立一個人與另一個人

間的關係，其目的為建立專業教導與指引。Lester（1981）則指出，師傅教導是

成人教育中很重要的部分，因為不論是指其全部或個體在學習和經驗上的方式；

Bova 與 Phillips（1984）定義為是種從經驗關連而來的學習（引自 Daresh,2004）。 

Stone（2004）在《The Mentoring Advantage: Creat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Leaders》一書中指出，MENTOR 的定義可拆解成六個字母，分別為 1.Model：

是一種角色模式，其反映出師傅對徒弟所應具備的責任；2.Encouragement：乃指

師傅對徒弟的鼓勵與協助；3.Nurture：師傅應該要能定義與瞭解其徒弟的能力，

以幫助其發揮最大的潛能；4.Teacher：意指 coach，教導的功能；5.Organization：

師傅教導是在實務現場進行；6.Reality：這是師傅教導中最重要的師傅責任，其

幫助徒弟瞭解更多組織的運作。 

Cohen 與 Galbraith（1995）指出師傅教導提供成人學習者在個人的學術上與

職業發展上一個機會，是一種終身學習以及繼續教育的一對一教導模式。因此，

師傅所提供學徒的是一種提升與發展，所以一位完整的師傅角色應定義為包含六

個功能，分別為關係功能（relationship emphasis）、資訊功能（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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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hasis）、促進功能（facilitative focus）、勇敢面對的功能（confrontive focus）、

師傅模式（mentor model）以及學徒觀點（mentee vision）。因此，若將師傅的知

識、經驗、關懷與智慧這數種極具有價值的產物，使用有系統的計畫加以應用在

「師傅校長教導」（mentoring principal）身上，則可以支持促進徒弟校長的發展。 

Portner（2003）特別指出，師傅教導並非是在培訓過程中的評鑑，而是學院

式的（collegial）、持續性的（ongoing）、發展自信心的（self-reliance）、運用資

料進行反思的（use data to reflect）、進行價值判斷的（value judgment）。 

    由上述可知，師傅校長教導課程係指由資深優秀的師傅校長帶領候用校長學

習如何擔任校長的歷程，使得師傅校長豐富珍貴的經驗與智慧得以傳承，也使得

候用校長更能熟悉實務運作情形，並做出適當的處置。 
 

二、師傅校長教導課程的功能 

Parkay 和 Rhodes（1992）提到初任校長會面臨到的問題包含經驗上不足所

帶來的緊張、調適從理論上到實務上無情的壓力、處理事務的技能等。因此透過

師傅教導方案，找尋年長有經驗的行政專家結合實務訓練的部分，將可以幫助初

任校長解決上述問題（Robert, 2001）。 

Crow 和 Matthews（1988）認為身為學校領導者之師傅（mentor），有三個激

勵學校的領導者的功能：專業發展（professional development）、生涯發展（career 

development）及心理社會發展（psychosocial development）。 

    Daresh（2001）的研究發現，若初任校長第一年、第二年的職業生涯發展良

好，則將有助於未來校長的專業發展，對而後的校長經營更有效能且具信心，可

見師傅校長教導的重要性。 

    Crow（2002）指出師傅教導是一種學校領導人才之社會化的重要方法，具

有提供學校領導實務的專業化訓練、學校領導人才的生涯諮商及學校領導人才的

社會心理發展支持等多方面的積極功能，是一種相當具有歷史傳統的學校領導人

才培訓模式。 

    Malone（2000）指出有愈來愈多的證據顯示，師傅校長教導可以幫助學習者

將理論實踐轉化成實際的經驗，當校長們被問到在培育過程中，最重要的能力獲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5 

取來源時，皆認同與師傅校長的關係，延續至他們整個工作職涯的發展，其幫助

並非止於初始而已。     

    Monsour (1998) 也指出，實習者認為能與師傅校長發展友誼關係，並從中深

受其影響是最大的收穫。且從師傅校長所提供的情感支持、資源分享、指導有關

教師評鑑與發展等方面的議題也使其獲益良多；另一方面，師傅校長認為他們個

人在專業上的成長、協助實習者建構作決定的過程、建立友誼關係、與實習者分

享彼此資訊及教學相長等方面獲益多。（引自蔡長艷、黃惠美、李柏圍，2002）。 

此外，國外也有相當多的研究發現，初任校長常表現出：孤獨、焦慮、挫折

感、懷疑自信、對工作產生不確定感等心境；而要克服這些困境，除了靠自我努

力與學習外，最快速有效的辦法就是以一位有經驗的校長，來協助初任校長解決

問題與發展專業（丁一顧、張德銳，2002）。 

張德銳（2003）亦指出初任校長是成長的關鍵期，對於處理和掌握校長工作

的本質不夠嫻熟，因缺乏經驗而顧此失彼，教育當局應提供師傅校長予以支持。 

黃惠美（2000）及陳金生（2000）的研究亦指出，不論是中小學候用校長儲

訓學員或是國小校長，皆認為職前儲訓教育應採「師徒制」的方式，讓新手能在

師傅校長身邊學習各種校務的運作與處理。 

然則，反觀國內的相關研究皆指出我國師傅校長制度不完善之處，如林天

祐、吳清山（1998）指出：我國學校行政領導人員的培育儲備訓練中的缺失主要

為：校務實習以參與觀察、參觀見習為主，實習課程時間太少。秦夢群（1999）

亦指出初任校長期間通常也是行政人員最感困擾的階段，即使有師傅校長的導

入，多半只是零碎的拼湊，初任校長很難在短時間內習得教育行政相關的知識與

理念（引自蔡秀媛，2000）。王保進、林文律、張德銳、黃三吉、馮清皇等人（2000）

的研究結果也指出，我國中小學校長培育，在職前教育告一段落之後，應該安排

一段較長時間的實習課程，落實徒弟校長輔導制度，使得徒弟校長能夠確實向資

深校長學習。因此初任校長藉由師傅校長的幫助與支持，將可以迅速進行教育行

政現場的運作，並對其整體職場生涯有重大的影響。 

    Dukess（2001）在紐約舉辦的師傅校長方案中訪問師傅校長、徒弟校長以及

行政主管後，總結出好的師傅校長能從以下三個面向幫助初任校長（引自

Lashway, 2003）： 

1.他們提供教學上的支持使新來者可將注意力放在學習的議題上，並且提供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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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的模式。 

2.他們提供行政人員和管理階層支持，不僅透過給予練習的技巧，而且以幫助幫 

助校長為第一優先。 

3.他們透過仔細傾聽提供情緒上的支持，並且當徒弟校長產生壓力時，陪伴在側。 

    不僅如此，Schulz（1995）指出師傅校長教導不僅對於徒弟校長本身有所幫

助，對於師傅校長本身亦有許多層面的幫助，其包含 1.幫助師傅校長成長

（growth）：師傅校長可以透過師傅校長教導課程學習如何領導、如何分享其經

驗與智慧。而徒弟校長的出現，可以幫助師傅校長整合其新舊知識，師傅校長亦

可透過教導課程獲得認可與可見度；2.幫助師傅校長發展（development）：師傅

校長教導課程幫助徒弟校長在生涯規劃的每個階段提供協助，另一方面，師傅校

長在教導徒弟校長時，因其相較於徒弟校長來的年長與成熟，在教導的歷程中師

傅校長會思考如何在其職涯末期與徒弟校長職涯起步的關鍵點間仍維持並提升

自我的價值，而這是師傅校長教導對於師傅校長本身發展的重大挑戰。而在傳授

教導的過程中，師傅校長如何將不同世代的經驗加以結合以因應時勢，進而幫助

徒弟校長的學習與成長，此部分亦是師傅校長教導過程中相當關鍵與有意義的價

值之一。 

綜合上述，可以發現師傅校長教導課程的實施對於初任校長具有相當大的幫

助，不論在其知識、技能、經驗與情緒上皆可給予相當大的專業支持與穩定作用。

然則我國目前在校長培訓課程及制度上，師傅校長的定位、應教授的課程內容、

實施方式等部分尚未完全建構施行，對於我國校長培育的發展有關鍵性的影響，

因此發展出一套專業的師傅校長教導課程將是刻不容緩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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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師傅校長教導課程的制度 

理想的校長培育應延攬或甄選優秀校長擔任師傅校長，亦可考慮成立師傅校

長輔導團，偕同指導候用校長；建立師傅校長與候用校長間長期性的對話分享關

係；應建立師傅校長資料檔、支援與資源系統等，建立師傅校長輔導制度（林志

成，2005）。而 Hopkins-Thomas 指出有效能的師傅校長教導計畫必須要獲得 1.

組織的支持 2.清楚定義的結果；3.需透過篩選與配對的機制；4.訓練師傅及學徒；

5.以學習為中心（引自 Young & Sheets, 2003）。因此，師傅校長方案的設計必須

思考幾個因素，包含選擇負責人（selection of director）、選擇師傅校長（selection 

of mentors）、選擇徒弟校長（selection of proteges）、預期的方向（orientation and 

expectations）、師徒配對（matching mentor and protege）、採取的行動（follow-up 

activities）、方案評估（program assessment）與建議（recommendations），才能確

保整個方案的成功（Kerr, Schulze, & Woodward, 1995）。因此以下即從五個面向

針對師傅校長教導課程中有關 1.師傅校長的遴選；2.師傅校長的訓練；3.師傅校

長的配對；4.師傅校長的教導以及 5.師傅校長教導的評估進行逐一探討，以企圖

瞭解並建構出師傅校長教導課程的制度面。 

 
一、師傅校長的遴選 

Levinson、Darrow、Klein、Levinson 與 McKee（1978）認為 mentor 扮演著

多重角色，包含教師、提倡者、示範者、諮商者、主導指引者以及發展技能和智

能者。 

Capasso 和 Daresh（2001）進一步指出，一位理想的師傅應具有以下六項技

能：1.具有專家知識技巧和實際特別領域；2.具熱忱，能說服相信與誠懇是最重

要的，要有能力傳達受輔導者的情感感覺；3.有能力與他人溝通、具清晰的態度

與價值觀及倫理標準之藍圖；4.有能力傳達與回饋需求，重視受輔導者目標、標

準、能力及專業行為之過程；5.有能力傾聽他人觀點、質疑、問題及焦點；6.在

成員適應與幽默中，能存在著一種關心的態度和信念。 

    事實上，成人教育強調的是「教師的行為可能比其他任何單一因素對於學習

的影響還來得大」。此外，Daloz（1986）指出，遠比其他因素而言，教師與學生

之間的互動關係，決定了教育的價值。因此，師傅校長應該認知到他們具有相當

大的力量得以創造出徒弟校長的正面或負面經驗。因此，師傅校長的角色在與徒

弟校長的互動之間，佔有極具關鍵性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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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wley（1999）指出一位好的師傅教導者應該具備以下幾點特質：1.好的師

傅應對其所要擔負的角色許下承諾；2.好的師傅應要被學徒們接受；3.好的師傅

是具有良好技能並且提供支持的；4.好的師傅能體認到每一次的師徒關係都是獨

特的。 

國內部分，李宏才（2001）則提到，應重視臨床實習學校與師傅校長的選擇。

因為臨床實習是優良培育方案所必須考慮的要項之一，以提供儲備校長實際情

境、培養解決問題的能力，故未來如何選擇實習學校以及具備熱誠、有意願、有

能力的師傅校長，共同參與臨床實習的指導也是培育課程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 
吳清山（2001）曾請師傅校長與候用校長儲訓學員就「希望師傅校長

的人格特質與能力」進行問卷調查，結果師傅校長認為應具備之人格特質

與能力前五項依序為：專業素養、教育理念、成熟圓融、操守清廉、溝通

協調；至於候用校長儲訓學員希望師傅校長應具備之人格特質與能力之前

五項依序為：教育理念、專業素養、溝通協調、成熟圓融、操守清廉。二

者的看法大致相近。 

丁一顧、張德銳（2001）調查分析台北縣市國小校校長對校長導入輔導制度

的實施意見，發現校長們多數認為：1.輔導校長的特徵宜具有：足夠的經驗、助

人的意願、開放的人格、瞭解教育生態、能不斷省思、高領導品質等；2.主要的

職責為：協助熟識規範、提供訊息、楷模、分享工作技巧等。 

    在此部分，國內目前尚無一套遴選師傅校長的標準，各培訓機構在進行師傅

校長教導課程時，大多由機構或由學員推薦心目中的師傅校長名單，因此在這樣

的情況之下，師傅校長應具備哪些特質，將有待其他研究進一步深入探討，以確

保我國未來建構師傅校長教導課程制度時，能有一套相關的標準，給予徒弟校長

更多的協助與成長。 

 

二、師傅校長的訓練 
    Walker 與 Stott（1993）強調師傅訓練比師傅的挑選更為重要，是師傅教導

能否成功的重要關鍵。而 Cohn 和 Sweeney（1992）則發現，受過訓練的師傅會

有較高層次的教導活動，而他所指導的徒弟對於彼此間的關係也顯著給予較高的

評價。 

作為一位專業的師傅校長，其應在成人心理方面以及人際溝通技巧方面擁有

足夠的知識與瞭解（Daloz, 1986），因此師傅校長的訓練工作應包含成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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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諮商、評論等部分。因此 Cohen（1995）提出，師傅校長進行教導工

作之前，應先針對自我能力的部分進行自我評估（self-assessment）的工作，透

過自我評估可以瞭解其自身的能力，並且得以自我發展（self-development）。 

Daresh 與 Playko（1993）認為，為了使輔導者能勝任輔導任務，輔導者有

必要在職前及在職期間接受足夠的訓練，這些訓練包括四個層面：1.對學區輔導

方案有正確的認識；2.有效的教學領導；3.人際關係技巧；4.傾聽、觀察、回饋

與問題解決等輔導過程技巧。準此，輔導校長的培訓主要還是應強調：導入方案、

教學領導、人際關係、溝通、觀察回饋、問題解決等知識與技巧（引自丁一顧、

張德銳，2002）。 

目前國內在師傅校長的訓練方面是付之闕如的，因眾多的研究都顯示成人學

習系統與孩童學習模式是有所差異的，因此師傅校長與徒弟校長在授課之前的訓

練更有其必要性，未來希望能建構出師傅校長教導的整體訓練計畫，以幫助校長

們在專業培育課程當中獲益更多，更加富足。 
   
三、師傅校長的配對 

Malone（2000）指出，師傅校長教導制度最特別的部分即在於師傅校長與徒

弟校長間微妙的關係，然而不幸的是此種關係缺乏系統性的探究，主要的原因在

於至今尚無師傅與徒弟關係間理論基礎的建立。其研究也發現，並非所有有經驗

的校長均適合勝任師傅校長的角色，其應該具備包含有能力指導（ability to 

coach）、成為倡導者(sponsor)、楷模者(role model)以師傅校長應與徒弟校長保持

價值中立的關係，並且願意與徒弟校長保持連結的關係。而兩者間的相處與互動

關係，將影響著師傅校長是否願意完全傾授其知識與技能給徒弟校長，在師傅校

長教導課程時，其關係將是課程教導成效中極為關鍵的一部份。 

Kerr、Schulze 與 Woodward（1995）指出，師傅與徒弟間的配對，應考量到

每個師傅與徒弟間不同的特質與需求。 

Lashway（2003）提到，研究顯示並不是每次的配對都會有良好的結果，而

且最好的師傅校長通常都擁有部分特質，例如訓練的能力、主辦的能力與角色典

範的提供，但即使是最優秀的師傅校長，也有可能與徒弟校長配對不良，導致只

產生中立型的關係。因此，師傅校長與徒弟校長間的配對，必須將地區與學校特

徵的情況納入考量。 

因此，Gary(2001) 即提出師傅校長與徒弟校長初始在建立關係時，最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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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課程開始前一個月即開始認識相處，並且在挑選師傅校長時，即應該選擇具

有教導成人的技能；此外，師傅教導應採全時制、建立適合的目標等(引自 Suzette, 

2004)。 

Johnson 和 Sullivan（1995）指出，成功的師徒配對方式，包含師徒間的興

趣相投、師傅校長對於徒弟校長價值觀沒有任何疑慮、在困難的情況下師傅校長

扮演教導者的角色幫助徒弟校長面對解決、師傅校長願意提供徒弟校長寶貴的經

驗智慧、師傅校長願意與徒弟校長的親人間有所互動。 

然則國內在師傅校長配對方面，實施情況各有不同，目前亦無相關研究顯示

何種配對方式最佳，但經由國外研究清楚發現，師傅校長配對的方式的確會影響

師傅校長與徒弟校長的關係，亦影響其是否願意傾囊相授的關鍵原因。師傅校長

與徒弟校長之間如何進行配對，兩者間又該如何建立、培養關係，這在在顯示我

國師傅校長教導課程仍有許多需要深入探究的問題。 

 
四、師傅校長的教導與時程 

Langer（1989）認為師傅教導中最大的危險之一就是「不用心」

（mindlessness）。當我們長期從事一個行業時，我們幾乎不會意識到其中的歷

程，因它幾乎已變成我們的本能反應。當師傅沒有察覺到自己處於這樣的情境

時，就沒有辦法幫助實習者了解這個角色。幫師傅和實習者避免這樣狀況的其中

一個方法就是進行反思教導（reflecting mentoring）。師傅必須能夠自我反省，並

且也鼓勵實習者反思，而最明顯的反思教導就是透過師傅不斷地提問。師傅也可

藉由寫日誌、視察、示範、說故事等方式鼓勵反思。但對師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願意示範，並且和實習者坦誠地反省思考（引自蔡亦芷，2005）。 

McLellan（1996）指出，在實習現場透過持續的對話加以連結學習活動的基

礎，涵蓋 1.內容（content）：包含場域知識、啟發性策略、控制策略與學習策略；

2.方法（methods）：包含典範、指導、鷹架提供與移除、結合、反思以及發掘；

3.接續（sequence）：包含增加複雜度、增加差異性以及具備國際本位的技能；4.

社會學（sociology）：包含現場知識、文化、內在動機、合作以及競爭，其教導

的方式甚至可以透過故事進行。 

此外，Cohen 與 Galbraith（1995）指出，身為一位傳授經驗的專家，經由師

傅教導的實習內容，將會影響著全體學徒在學習經驗方面的價值觀，因師傅教導

乃透過持續的對話（ongoing dialogues）以及特殊的傳授示範（hand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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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nstrations），所以教導者個人的行為將會對學習者的經驗產生戲劇化

（dramatically）的影響，亦言教導者並非只是示範其精熟的技術知識（expected 

technical knowledge），並且展露適當與表現其專業責任的態度與行為，因此一位

學習者，將會經由整個師傅校長帶領的實習歷程，獲得眾多的教育訊息。 

哈伯瑪斯認為成人教育的實施，有助於成人經驗世界的建築，因為人所生活

的世界，就是經驗的世界。這種經驗的世界，也就是歷史文化的世界，是成人經

驗交流的世界。在經驗的世界裡，成人可以透過經驗的認知加以體驗，由體驗所

獲得最為寶貴，成為人生中增長智慧的重要方法。成人教育在促使人們的經驗互

相溝通，這樣才能瞭解他人、外在與環境。成人冀以經驗的溝通為重要的功能，

必須重視「經驗的瞭解」，這樣才能達成「溝通的行為」。其溝通的行為加入目標

與理性，構成了社會。 

    因此詹棟樑（2005）認為成人個人學習的特色，包含 1.經驗的學習：經驗與

學習有密切的關係，杜威認為教育就是經驗不斷的改造。因此學習本身就是經驗

不斷的改造的過程，同時經驗也是學習的重要資源。林德曼（Eduard Lindeman）

指出，經驗是成人學習者活的教科書，以及諾爾斯提出，成人教育學的特色是成

人具有豐富而多樣化的經驗，經驗是學習的重要資源。成人具有豐富的經驗，透

過經驗的分享，可以滿足經驗學習的需求，成人可從經驗中學習，獲得實用的知

能，達到態度的改變，故經驗是成人學習的重要資源；2.經驗也可能是學習的阻

力：經驗的學習對成人教育非常重要，因為個人到了成人獲得經驗是學習最重要

的目的之一，尤其是生活經驗、工作經驗與育樂經驗最為重要。儘管杜威提出「教

育是經驗的改造」，「真正的教育來自於經驗，但是他也注意到並非所有的經驗均

具有教育性，也就是並非所有的經驗均會導致經驗的更廣泛、更深化的成長。因

為經驗好壞均有，那些壞的經驗，非但對人沒有幫助，反而是有害。事實上，壞

的經驗是違反教育的，會導致經驗不良的發展和累積，也有可能使經驗不繼續成

長，發生停滯的現象；3.避免不良經驗的影響：要避免不良的影響，對成人學習

而言非常重要，因為人的一生是學習的過程，所欲到的經驗也非常的多，如何避

免不良經驗的影響，是一個成人值得深思的問題。 

    因此，成人學習者的教導，相較於孩童或青少年而言，其「經驗世界」的存

在與獲得將是學習者是否獲得學習的重要關鍵，無疑在師傅校長課程的施行中，

師傅校長如何進行教導，成人學習者如何轉化其既有經驗，結合新吸收到的經驗

素材，兩者相互激盪、反省與產出，將是師傅校長教導課程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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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Murphy（1995）倡導「以問題為基礎的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強調學習者利用臨床推理技能面對問題、解決問題（引自張德銳、丁一

顧，無日期）。應用在師傅校長教導課程中，以實際問題為引導，讓參與校長專

業發展的成員，嘗試以團隊的方式解決問題，並從中學到知識、培養臨床解決問

題的能力，以及自我導向學習的態度與意願。 

目前國內實施師傅校長教導課程只在校長培育或校長培訓時進行，亦即師傅

校長課程的實施，只進行至候用校長受訓完畢，然則許多研究顯示，初任校長進

到學校後才是真正挑戰的開始，此外在師傅校長教導課程方案的期程方面，研究

發現有些地方的制度要求至少要 165 小時，有些明文指出需要超過 632 小時

（Cordeiro & Sloan, 1995）。丁一顧與張德銳（2002）指出雖然不同的校長導入

輔導方案有不同的輔導時程考量，不過整體來說，持續的接觸與輔導是相當重要

的。其舉 Bolam、McMahon、Pocklington 和 Weindling（1995）進行說明，認為

至少要有五至六次面對面的會議，而時間也應是 12 至 15 的月的輔導時程；此外，

美國喬治亞州普林斯喬治郡（Prince George）公立學校所舉辦的初任校長輔導方

案則認為，應提供半年至一年的輔導方案，以引導、支持、回饋初任校長，而且

每學期至少要有五天以上的學校訪視，以確保持續接觸。 

反觀國內，師傅校長教導課程的時程大多並無清楚劃定，在強調理論與實務

結合的現在，師傅校長教導課程更應該延續至正式擔任校長之後，對於新手校長

的幫助將更為顯著。 
 
五、師傅校長教導的評鑑 

Kerr、Schulze 與 Woodward（1995）指出，評鑑整體的師傅校長教導課程實

施有幾種方式，第一種是將一份完整的評鑑問題拿來詢問師傅校長與徒弟校長有

關他們在整體過程的經驗，有五種形式可供參考，包含 1.在師傅校長教導課程結

束後，將師傅校長與徒弟校長填寫好評鑑的資料進行蒐集；2.蒐集師傅校長教導

課程中口語資料或其他軼事記錄；3.透過參與者的日記（經過同意）；4.使用信件

系統、電話訪問、個人訪問、信件調查、問卷調查以及 5.結合以上部分或全部方

法等。 

因此，在透過以上方式蒐集得到的資料後，相關培訓機構可以善用這些資料

進行課程制度與內涵層面的檢討與評估，亦可以經由資料結果提供政策制訂的參

考。相關獲得的資訊包含原先設定的目標是否已經達成？對於機構組織有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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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此方案內容是否符合成本效益？對於方案以及組織未來的發展為何？學徒

校長是否被視為參與者？師傅校長對於方案內容及流程有何感受？如何變革可

以提升效能？ 

    最後，Kerr 等人（1995）並針對師傅校長教導課程方案的設計與提供師傅校

長教導課程的機構，提出幾點議題可做為未來進一步思考與改善：1.應確保從整

體到細節（top-down）皆提供了支持系統；2.彈性規劃；3.應讓所有相關的人皆

瞭解師傅校長教導課程的內容；4.必須非常具體地陳述出師傅校長教導課程的期

望與限制；5.針對方案內容以及參與者皆須提供適當的支持；6.方案內容應設計

持續評估與回饋的系統；7.考慮可由退休的校長來擔任師傅校長，成為培訓機構

或培訓組織中兼職的員工、成員或義工。 

    綜合言之，規劃完整的師傅校長教導課程應包含整體，從遴選、訓練、配對、

課程內容、教授實施方式與評估等。然而我國目前在規劃師傅校長教導課程時，

多難有針對師傅校長教導課程內容進行詳細的規劃。在遴選部分，目前國內並無

遴選師傅校長的機制，因此大多是由培訓機構自行選擇有聲望或有績效的校長來

擔任，在遴選完成後亦沒有針對師傅校長進行相關的授課訓練，因此師傅校長如

何教導徒弟校長，或者師傅校長對於整體課程規劃的瞭解與目的是否清楚難以保

證，在教授的品質上必定有所落差。此外，師傅校長教授的對象是成人，而成人

學習模式與幼兒及青少年有所不同，因此在沒有經過教授成人的訓練前，師傅校

長所能帶給徒弟校長的幫助成效將令人產生部分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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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師傅校長教導課程的內涵 

    Parkay 與 Rhodes（1992）針對 12 名初任校長進行個案研究發現，初任校長

的主要壓力來源為：專業不足；管理任務；教職員與行政團隊；政治；學生與家

長。其中以專業不足的壓力最為嚴重，其源自懷疑自己能否符合校長的角色以及

工作的不確定性（引自陳木金、陳添丁，2006）。 

Young 與 Sheets（2003）則指出師傅校長應該教導包含：1.向徒弟校長解釋

應該做什麼（what）；2.向徒弟校長解釋為什麼要怎麼做(why)；3.向徒弟校長展

示如何做(how)；4.幫助徒弟校長開始(get started)以及 5.幫助徒弟校長持續下去

（keep going）。 

Crow 與 Mattews（1998）根據 Kram 和 Isabella（1985）的研究，指出師傅

幫助有抱負的學校領導者所指導的三項職責: 專業發展（professional 

development）、生涯發展（career development）及心理社會發展（psychosocial 

development）。專業發展的功能乃指幫助學徒習得知識、技能、行為及價值觀；

生涯發展的功能包括了職業滿意度、職業體認及職業升遷等問題。師傅透過幫助

學徒瞭解職業機會、升遷等如何運作、發展人際網絡幫助晉升，來執行此功能；

心理社會發展功能強調身體和情緒的安適、期望、衝突及澄清。師傅幫助學徒建

立角色同以及了解他們與學校內其他人的關係。 

 McIntyre 與 Hagger（1996）在他們的研究中提供了三項師徒制的過程，第

一項是最基本很重要的「個人關係」 (一位初學者在扮演新角色前接受有經驗者

的支持與協助)；第二項是「積極的指導與教學」：師傅會接受來自徒弟校長對專

業、智慧和職權等需求的挑戰；第三項是「要能與自己或其他組織的人合作管理

及完成針對個別需求而規劃和設計的課程」（引自陳木金、陳添丁，2006）。 

    因此本研究根據陳木金（2005）與眾多學者所建構出之師傅校長教導課程內

涵逐一進行闡述與說明： 
 

一、瞭解學校 

校長現場經驗知識的復活，初始接觸是校長的學校領導與經營實務知識之訓

練基礎，包括初始接觸校長角色的導入期、校長知能培育的醞釀期、校長設

定能力的定位期、校長自我效能的檢證期、校長獨立運作的成熟期的能力。

師傅校長傳授候用校長如何透過多種管道及不同的人士蒐集學校資料；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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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S 分析法深入了解學校各項優點、缺點、機會、威脅；將學校的內部

環境分析與外部環境分析做交叉分析，研擬治校策略；拜訪學校關鍵人物當

面請益。 

由上述可知，師傅教導傳授候用校長如何透過多種管道及不同的人士蒐集學

校資料；運用 SWOTS 分析法，深入瞭解學校各項優點、缺點、機會、威脅；

將學校的內部環境分析與外部環境分析作交叉分析，研擬治校策略；拜訪學

校關鍵人物當面請益。在「初始接觸」之校長現場經驗知識的內容要項，可

以透過「蒐集學校資料的方法」、「深入瞭解學校的技巧」、「研擬經營學校的

策略」、「資源整合運用的方法」、「拜訪關鍵人物的技巧」五種經驗知識，來

完成校長現場經驗知識的復活的專業訓練。 

 

二、就任校長 

校長現場經驗知識的復活，實務訓練是校長的學校領導與經營實務知識之訓

練來源，包括行政同仁、師傅、教師及其它同仁所提供的實務訓練機會。師

傅校長傳授候用校長交接典禮上應注意些什麼；如何適當地準備就任演說；

聽取單位簡報時應有哪些注意事項；如何謹慎處理私下建言；如何有效詳閱

書面紀錄以了解學校；如何善於利用會議來做決定或利用以前會議決定來做

事。 

由上述可知，師傅教導傳授候用校長交接典禮上應注意些什麼；如何適當地

準備就任演說；聽取單位簡報時應有哪些注意事項；如何謹慎處理私下建

言；如何有效詳閱書面記錄以瞭解學校；如何善於利用會議來做決定或利用

以前會議決定來做事。在「實務訓練」之校長現場經驗知識的內容要項，可

以透過「策劃交接典禮的方法」、「準備就任演說的技巧」、「聽取單位簡報的

方法」、「慎聽私下建言的技巧」、「詳閱書面記錄的方法」、「善用會議決定的

策略」六種經驗知識，來完成校長現場經驗知識的復活的專業訓練。 

 

三、推動校務 

校長現場經驗知識的復活，技術文化是校長的學校領導與經營實務知識之訓

練的內容，包括學校領導之技術層面和文化層面的實務知識。師傅校長傳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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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用校長如何體察並回應學校同仁需求、掌握年度校務要項、研究學校發展

願景及學生成就指標、擴充學校公共關係、確立其領導風格。 

由上述可知，師傅教導傳授候用校長如何體察並回應學校同仁需求、掌握年

度校務要領、研究學校發展願景及學生成就指標、擴充學校公共關係、確立

其領導風格。在「技術文化」之校長現場經驗知識的內容要項，可以透過「體

察全校同仁需求的方法」、「掌握年度校務要項的技巧」、「研定學校發展願景

的策略」、「研定學生成就指標的策略」、「擴充學校公共關係的策略」、「扮演

校長角色特質的方法」六種經驗知識，來完成校長現場經驗知識的復活的專

業訓練。 

 

四、化解衝突 

校長現場經驗知識的復活，互動分享是校長的學校領導與經營實務知識之訓

練的方法，包括學校領導之觀摩、會談、省思及執行等方面的實務知識。師

傅校長傳授候用校長如何面對傳統、推動改革、處理獎懲案件與控案申訴。 

由上述可知，師傅教導傳授候用校長如何面對傳統、推動改革、面對非正式

組織、處理獎懲案件與控案申訴。在「互動分享」之校長現場經驗知識的內

容要項，可以透過「面對傳統維護與更新的策略」、「推動改革方案的方法」、

「面對非正式組織的技巧」、「處理獎懲案件的方法」、「面對控案與申訴的方

法」五種經驗知識，來完成校長現場經驗知識的復活的專業訓練。 

 

五、生涯發展 

校長現場經驗知識的復活，省思札記是校長的學校領導與經營實務知識之訓

練的結果，讓接受校長知能培訓者，能夠瞭解在學校領導與學校經營成效上

如何守成、如何創新的實務知識。師傅校長傳授候用校長如何體察工作意

義、平衡工作與家庭、參與專業團體與獲取社會支持。 

由上述可知，師傅教導傳授候用校長如何體察工作意義、考慮學校發展需

求、平衡工作與家庭、參與專業團體與獲取社會支持。在「省思札記」之校

長現場經驗知識的內容要項，可以透過「體察校長工作意義的方法」、「考慮

學校發展需求的技巧」、「平衡家庭與工作的技巧」、「參與校長專業團體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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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如何獲取社會支持的方法」五種經驗知識，來完成校長現場經驗知識

的復活的專業訓練。 

 

    因此本研究乃根據所建構出之師傅校長教導課程「MENTOR 模式」中五個

課程內涵，分別為 1.瞭解學校；2.就任校長；3.推動校務；4.化解衝突以及；5.

生涯發展，以作為本研究之研究取向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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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師傅校長教導課程實施現況 

一、國內實施現況 
（一）台北市教師研習中心 

台北市教師研習中心為推動國民小學候用校長儲訓班之「師徒制校長實

習」，實施以下的策略：1.辦理師傅校長研討會：聘請辦學績效佳並深獲教育行

政人員、教師會與家長會肯定與認同之校長擔任「師傅校長」，並辦理師傅校長

職前研討會，就「師徒制校長實習」之實習方式、實習內容、實習成績評量等議

題作深入討論並達成共識，以使師傅校長的辦學理念與學校經營之經驗有所傳

承；2.建構師徒校長實習方式：其運作方式如下：（1）「一人帶領三人指導，一

人授教三人服務」之團隊合作運作模式；（2）在實習前作需求評估，使得實習內

容符合候用校長儲訓學員的需求；（3）校務實習內容強調「問題本位學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個案研究與現場經驗做中學；（4）以實習日記作為個

人對校務實習及能力表現的反思；（5）評量成績採量化與質性之多元評量方式。

期望能藉由此方式培育出理論與實務兼顧的校長（蔡長艷、黃惠美、李柏圍，

2002）。 
 

（二）學術機構開辦之校長培育課程 

    國立台北教育大學內設「校長培育中心」、台北市立教育大學內設有「中小

學校長培育及專業發展中心」、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的「中等學校校長培育班」亦

開設校長培育的相關課程，其內均設置有相關類似師傅校長教導的課程內容。國

立臺北教育大學之「校長培育中心」自民國九十一年開始成立以來，其曾經開辦

過下列班別：1.校長領導實務班（實務班）；2.校長專業發展班（發展班）；3.學

校主任實務班（主任班）；4.台北市國民小學候用校長班（北市班）；5.基隆市國

民中小學候用校長班（基隆班）；6.台北縣宜蘭縣國民中小學候用校長班（北宜

班）。其中，課程中的「校長領導臨床實習」即由師傅校長帶領進行，每期每組

安排三位師傅校長教導，每週一次，每校共計三次，三校共計九次。國立臺灣師

範大學所提供的校長培訓相關課程裡，有所謂的 Coach 校長協助裡頭的學員進行

學習，並以其親身經驗分享教導（引自蔡易芷，2005；陳宏彰，2005）。 
 

（三）國立教育研究院籌備處 

    國立教育研究院籌備處為我國辦理校長培訓最資深的單位，辦理校長培訓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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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十餘年的歷史，其濫觴始於1965年「台灣省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簡稱國

教研習會）所辦理的「台灣省國民學校校長主任儲備訓練班」（李俊湖，2002），

至1999年7月1日，更名為「教育部台灣省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並在2001年1

月1日併入「國立教育研究院籌備處」，其所培訓出的校長不計其數，為呼應1996

年「中華民國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的建議，以及1999年《教育基本法》第十

三條的規定，成立國家教育研究專責單位勢在必行，於是成立國立教育研究院，

除延續以往的培訓責任外，功能更加擴大對人力培育、教師進修、課程研發等教

育重要課程的承先啟後，提供最好的訓練與服務的品質，更成為全國教育研究與

處理教育事務的核心（傳習與轉運，2004）。 

國立教育研究院籌備處在課程設計及制度規劃上，培訓設計理念強調校長專

業能力發展，以師傅教導、實務實習為核心理念，因此在培育課程設計出通識教

育、教育政策、教育專業知能、休閒活動、教務行政理念與實務、行政理論、綜

合活動等方面，以養成校務發展、行政管理、教學領導、公共關係、專業責任之

能力。 

以其開辦之第 102、103 其校長培訓班為例，其研習目標為「涵養高 

尚品德，陶融教育專業精神；瞭解當前國家教育政策，探知教育新知，精進專業

發展；強化教學領導，熟悉學校經營；型塑二十一世紀國小校長的典範」。研習

週數為八週。在研習課程類別方面，共分為八大課程類別，包含「校長專業責任、

校務行政理論與實務、行政管理、教學領導、學校公關與行銷、校長現場實習、

師傅經驗分享與活動、綜合活動」。特別的是，在「校長現場實習」、「師傅經驗

分享與活動」與「綜合活動」方面，並沒有列出固定時數，以符合彈性的需求。

其課程內容詳見表 2-1。 

    由表 2-1 可以發現，國立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之校長培訓課程規劃中，「師傅

校長教導課程」乃獨立出來之課程類別，採用分組的方式，由各縣市推派之師傅

校長（輔導員）跟班上課，隨時掌握學員學習之進度，除了參與正式課程的授課

外，並利用晨間、晚間、活動進行經驗分享與指導；此外，在為期八週的院內儲

訓中，利用一週的時間回到各縣市所推派之優質學校跟另外一位優秀的師傅校長

進行場務實習，以給予候用校長更多的支持與實務現場的經驗傳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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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國立教育研究院籌備處校長儲訓班第 102、103 期課程內容摘要表 

期數 第 102 期 第 103 期 
週期 94.03.28-94.05.20 95.3.20-95.5.21 
主任 何福田主任 何福田主任 

校長

專業

責任 

1.初任校長 

2.校長的專業成長 

3.校長的研究素養 

4.三適連環教育 

5.閱讀的神經機制 

6.校長的公文寫作素養 

7.專題演講（談休閒農業與文化、教育的結合）

8.專題演講 

9.專題演講（台灣省政府暨國中小校長儲訓業務

簡介） 

1.初任校長 

2.校長的專業成長 

3.國小校長領導風格 

4.三適連環教育 

5.校長的經驗傳承 

6.校長的宗教素養 

7.校長的人際技巧 

8.校長的行政管理哲學 

9.校長的時間管理 

10.校長的品格要求 

11.校長的特殊教育素養 

12.校長人文素養 

校務

行政

理論

與實

務 

1.當前國民教育政策 

2.學校特色發展的 SWOTS 

3.校務發展計畫 

4.學校教育品質管理理論與實務 

5.學校效能理論與實務 

6.學校教育法規理論與實務 

7.校園規劃與學校建築 

8.危機管理實務運作 

9.校務評鑑理論與實務 

10.傑出校長校務發展事業對話 

 

 

 

 

 

 

 

1.校長的行政領導 

2.論新台灣教育四大根基、五大政策 

3.校務發展計畫研擬 

4.教育品質的經營與提升 

5.教育改革的回顧與前瞻 

6.會議的主持技巧 

7.校園規劃與學校建築 

8.學校行政實務 

9.教育評鑑 

10.教科書的編審與選用 

11.學校預算的編制執行與內部審核實務 

12.九年一貫課程理念與實踐 

13.十二年國教 

14.北歐教育 

15.大陸教育 

16.東南亞僑民教育 

17.兩岸人才競爭 

教學

領導 

1.教學檔案的理論與實務 

2.課程發展與課程評鑑 

3.教學領導理論 

4.教學輔導與教學評鑑 

5.課程領導理論 

1.檔案評量的理論與實務 

2.課程領導與實施 

3.我國中小學課程改革取向 

4.數位媒體教學資源探索 

5.教學視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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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學視導理論與實務 

 

6.即席演講 

7.溝通協調與口語傳播 

行政

管理 

1.學習型組織與學校行政管理 

2.知識管理與學校行政管理 

3.學校本位管理-理論與作法 

4.學校行政管理行動研究-理論與實務 

5.領導哲學 

6.學校行政主要法令研習與案例研討 

7.學校衝突與危機管理原則與案例研討 

8.專題演講 

9.專題演講 

10.專題演講（用心關懷社會用愛營造未來） 

1.行政程序法 

2.組織領導新觀念 

3.各縣市教育現況座談 

4.政府採購法 

5.領導者的演說技巧 

6.政府採購稽核與審計程序之簡介 

7.衝突管理與危機處理 

8.教育領導上的品牌經營與品質保證 

9.專題研討～校長難題 Q＆A 

10.專題研究指導 

校長

現場

實習 

1.教師行政參觀（參考國民小學校長培訓課程規

劃之校長實務實習課程內容） 

2.教育參觀 

3.其他參觀活動 

1.行政實習 

2.教育參觀 

學校

公關

與行

銷 

1.學校公共關係 

2.學校行銷應用 

3.會議主持技巧與公共關係 

4.專題演講 

5.專題演講 

1.學校行銷 

2.專題演講 

師傅

經驗

分享

活動 

1.晨間、晚間、活動（分組師傅指導） 

2.社團活動 

3.獨立研究（含師傅指導） 

 

1.晨間、晚間、活動（分組師傅指導） 

2.分組聯誼 

3.自由研究 

 

綜合

活動 

1.報到與環境介紹 

2.始業輔導（含分組師傅指導） 

3.結業式（含分組師傅指導） 

4.儲訓業務說明 

5.儲訓課程說明 

6.自治活動 

7.聯誼晚會 

8.儲訓心得報告 

9.期末測驗 

1.報到與環境介紹 

2.始業輔導（含分組師傅指導） 

3.結業式（含分組師傅指導） 

4.儲訓業務說明 

5.儲訓課程說明 

6.自治活動 

7.聯誼晚會 

8.儲訓心得報告 

9.期末測驗 

其他 
  

 1.生活與抒壓 

2.攝影藝術欣賞 

3.野外探索活動 

4.身心靈健康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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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外實施現況 

（一）美國小學校長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 

NAESP） 

美國小學校長協會（NAESP）成立於 1921 年，由一群想要增進專業能力的

校長所組成，其成立宗旨在於提供校長們各方面的協助，以幫助孩童的成長。其

下設立 Mentor Center，為幫助校長生涯的發展，每一年將會從 NAESP 的成員中

選出任期三年以內的初任校長，由師傅校長提供建議，並發展出 PALS（Principal 

Advisory Leadership Service）的服務系統。 

    PALS 會選擇有品質且經過訓練後的師傅校長進行與徒弟校長的配對，提供

各方面所需的服務，其更希望夠過此服務系統的成立，建構出一套師傅校長的證

照機制（certified mentor-training program），以建立出師傅校長證照標準。此外，

PALS 將蒐集全國各州校長的觀點，利用網絡連結的方式，企圖建構出一套師傅

教導的模式（mentor models），透過蒐集與分享的經驗，給予初任校長增能的機

會。 

    PALS 並發展出一系列有關師傅校長教導的相關檢核表，其中在師傅校長教

導能力方面，要求檢核的項目包含：1.安排關係(brokering relationships)；2.建立

和維持關係（building and maintaining relationships）；3.訓練（coaching）；4.溝通

（communicating）；5.鼓勵（encouraging）；6.幫助（facilitating）；7.目標設定（goal 

setting）；8.指導（guiding）；9.管理衝突(managing conflict)；10.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11.提供與獲得回饋（providing and receiving feedback）；12.反思

（reflecting）。 

 

（二）美國新墨西哥州的阿布奎基市（Albuquerque）公立學校的 Extra Support 

for Principal(ESP) 

    其在 1994 年開始針對小學、中學及高等教育學校的校長進行檢測，以瞭解

如何針對初任校長提供支持系統，以發展其經營學校的專業能力。其特色是協調

初任校長與具有經驗校長間的配對，所以會透過檢測的方式瞭解初任校長的背景

與需求，而後提供有經驗校長的名單供其選擇。結果顯示，初任校長與師傅校長

兩者之間，皆獲得明顯的幫助（Lashway,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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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國國家學校領導學院（National College for School Leadership, NCSL） 

    英國校長專業資格檢定制度（National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for Headship, 

NPQH）成立於 1997 年，目前由國家學校領導學院（NCSL）執行運作，在培訓

課程的設計上包含校長專業培育制度、校長實務實習制度以及師傅校長教導制度

等三個面向。在導入階段的培訓活動包含兩次的團體師傅教導活動（一個是在計

畫開始的第一天，另一個是在最後一天），輔導教師扮演的只是督導的角色，在

活動中學員將與輔導教師以及其他個別輔導團體的成員會面（陳宏彰，2005）。 

英國NPQH制度在導入階段的培訓活動即包含團體師傅教導活動，形成師傅

教導團，讓學員與其他輔導教師有更多元的互動機會。在校訓練及發展活動也結

合了原學校校長、師傅導師共同負責教導輔導學員的實務實做訓練。綜觀英國此

等重視師傅教導的培育模式，可讓學員從多元的專家身上學習豐富的經驗成為專

家，亦幫助校長們建立了專業發展的社群網絡，形成專業學習的支援系統（陳木

金、陳宏彰，2006）。  

 

（四）蘇格蘭校長培訓 

蘇格蘭校長培育內涵乃以蘇格蘭校長證照制度（Scottish Qualification for 

Headship, SQH)為核心，其下發展蘇格蘭校長標準（Standard for Headship in 

Scotland, SHS）以及蘇格蘭校長證照制度方案（Scottish Qualification for Headship 

Programme, SQHP）。蘇格蘭校長證照制度（SQH）的設立，乃為幫助學校領導

者有能力提供每位學生高品質的教育，以及提升學生去達成最高的成就標準。而

蘇格蘭校長標準（SHS）是專門提供給蘇格蘭校長及其他人瞭解身為校長的角

色，以及使成員朝向更有效能發展的架構組織，而蘇格蘭校長證照制度方案

（SQHP）乃被設計來確保校長能達成SHS中各項能力的標準（高慧容，2007）。 

在課程實施方面，專業對話承諾在SQH學習的過程中，是相當重 

要的一部份，並透過圖2-1的架構，發展出方案內容。這些架構提供社會和情感

上的支持，就如同提供候用校長一個討論和探究的機會（Reeves, Morris, Casteel & 

Barry, 2001）。其設計的架構以「認知過程」為思考核心，藉由四種運作方式達

到SQH的學習支持，包含：「同伴、網絡小組、群組」、「與同儕對方案的反省

活動」、「專人、專題討論會、指導」、「藉由有經驗研究學校領導的師傅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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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SQHP 的學習支持 

資料來源：Reeves, Morris, Casteel & Barry(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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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師傅校長教導課程的相關研究 

一、國外研究 

Parkay 與 Rhodes（1992）針對 12 名初任校長進行個案研究發現，初任校長

的主要壓力來源為：專業不足；管理任務；教職員與行政團隊；政治、學生與家

長。其中以專業不足的壓力最為嚴重，其源自懷疑自己能否符合校長的角色以及

工作的不確定性（引自陳木金、陳添丁，2006）。 

Dukess（2001）針對美國紐約市六個學區進行研究調查，發現師傅校長的遴

選標準包含 1.擁有良好成功的經驗；2.師傅校長應為教導型的領導者，需具備對

於現今課程的知識；3.師傅校長應具備人際互動的技巧；4.師傅校長應能體察徒

弟校長的需求，並提供最佳的協助。此外，在師傅校長教導實施方式上，一個師

傅所輔導的徒弟校長不應超過六位，在師傅教導之前，應確保師傅校長熟知此計

畫內容，瞭解每個徒弟校長學區的特色，以給予徒弟校長支持與專業發展，而在

師傅校長教導課程中，師傅校長應花費長時間與經歷陪伴徒弟校長以提供任何必

要的幫助。 

Enrich、Hansford 與 Tennent（2004）對於關於教育、商業、醫學領域的師傅

教導的眾多文獻研究進行分析探討。教育類方面的研究論文共蒐集了 159 篇，年

代介於 1986~1999 年，主要是由 ERIC、AUSTROM（AEI）、PsysLIT、ProQuest

等資料庫檢索而來。主要的發現為下： 

 

1.師傅教導的正向結果：有 47.8%的在師傅教導方面的教育研究顯示其有

良好的正面效果，其中最常被提到的正面結果為聯合領導（collegiality）

與建立關係網路（networking）。將近 21%的教育研究指出在共同合作、

建立關係網路或與同僚分享意見有很大的獲益。反思（reflection）則占第

二位：有 19.5%的研究提到在師傅教導的歷程中，會對於信念（belief）、

習慣（practices）、觀念（ideas）、價值觀（values）進行反思或是再評估。

第三位則是「促進師傅的專業發展」，超過 17%的研究是關於專業成長的

重要性。第四位則是師傅的個人滿意度、回饋或是成長（占研究中的

16.4%）。若由被教導者的觀點來看，最常被提到的正向結果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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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同理（empathy）、鼓勵（encouragement）、商議（counseling）

與友誼（friendship），占了所有研究中的 42.1%；排名第二的為「對於班

級教學的幫助」，超過 35%的研究指出在教學策略、內容、資源、班級規

劃、紀律上獲得幫助；排名第三的為「與他人接觸並進行討論」（32.1%），

這個範疇包括了討論或分享意見、資訊及問題，並從同儕那裡獲得建議；

第四為「經由正向增強或是有助益的批評獲得回饋」（27.7%）。 

2.關於師傅教導的問題：最常被提到的兩個問題為：1.缺乏時間：27.7%的

研究中師傅有提到這個問題，15.1%的研究中徒弟也提到這個問題；2.專

業或人格特質不適配：17%的研究中師傅提到此問題，12.6%的研究中，

徒弟也提到此問題。不適配的面向包括了人格、觀念思想或是專業的不

同。此外，15.1%的研究指出缺乏訓練、不了解計劃目標及額外的負擔或

責任也是師傅教導常出現的問題。對於徒弟來說，排名第三的問題為「師

傅吹毛求疵、缺乏接觸、防禦性的或是不值得信任的」（占所有研究中的

10.7%）；排名第四的問題為「與師傅碰面聚會、被師傅觀察或是觀察師

傅有困難」（占所有研究中的 9.4%）。 

3.師傅教導對於教育組織的正向結果與問題：對教育組織的好處最常被提

到的為「改善學生的教育、成績、出席率或行為」（占研究中的 6.3%）。

之後依序為「對學校有所支持」（占研究中的 3.1%）、「對專業有助益」（占

研究中的 2.5%）、「校長和職員工作量減少」（占研究中的 2.5%）。只有 8.8%

的研究提到師傅教導所帶來的問題直接影響到組織。這些研究提到的問

題都不同，只有 2 個問題被重覆提到：「花費」及「缺乏合作關係」。 

 
二、國內研究 

陳金生（2000）進行「國小校長職前儲訓課程與相關措施之研究」發現應建

立一套徒弟校長制度作為職前儲訓課程的內容。 

林文律（2001）認為師傅校長與徒弟校長在互動的過程中，不止徒弟校長是

學習者，師傅校長既是指導者，也是學習者。師傅校長的教導有以下重點：1.

配對的問題：師傅校長與徒弟校長的配對良好是學習雙贏的關鍵；2.教導的內

容：師傅校長不僅傳授自己的經驗而已，更不是期待學習者複製自己的經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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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引導學習者去思考、去做判斷，學習如何做決定，解決問題的能力。 

施宏彥（2001）進行「國民小學校長培育模式之研究」發現 1.校長實習課程由

培育機構與實習輔導校長共同設計；2.實習輔導校長產生方式以由縣市教育局及

校長培育機構共同推薦分派；3.實習輔導校長應具備的條件優先順序依序為「具

有良好的教育理念與價值」、「所經營的學校是一所有特色的學校」、「具有教學及

行政領導特色」及「善於表達經營學校之知識與技巧」；4.實習輔導校長的篩選

方式優先順序依序為「透過縣市教育局學校評鑑資料」、「透過教職員意見調查」、

「透過校長評鑑資料」及「透過校長意願調查」；5.對實習輔導校長實施訓練方

式優先順序依序為「辦理實習輔導校長研習」、「提供實習輔導校長參加校長進修

之機會」、「成立實習輔導校長工作坊」及「出版實習輔導校長手冊」。 

李全福（2001）進行「師父的個人特質、組織情境因素對師徒功能影響之研

究」發現當師父的上進心特質愈高，徒弟獲得的社會心理功能、職涯發展功能愈

高；當師父愈具有內控傾向，徒弟獲得的社會心理功能、職涯發展功能以及角色

楷模愈高。 

卓筱淇（2003）進行「師徒性別配對與師徒功能及其後果變項關聯性之研究」

發現 1.同質師徒配對中，徒弟認知其師徒功能顯著高於異質師徒配對中的徒弟。

尤其是男師-男徒配對的徒弟在職涯發展功能的認知上顯著高於其他師徒配對；

2.師徒功能與工作滿足有顯著正相關，表示徒弟認知師徒功能愈高，則其工作滿

足感愈高；3.師徒功能與離職傾向之間並無顯著相關，僅有心理支持功能與徒弟

經常尋找其它的工作的行為具有顯著負向相關，表示心理支持功能愈高，徒弟尋

找其它工作的可能性就會降低；4.師徒性別配對對於整體工作滿足而言無顯著相

關,若師徒功能中的心理支持功能與職涯發展功能愈高時，則整體工作滿足愈高。 

林俊宏（2003）進行「師徒的概念及影響互動歷程之因素-由本土組織觀點

探討」發現 1,組織中，師父的功能可分成五類：工作功能、生活功能、人際功能、

未來發展功能與參照功能；2.影響師父被認定的因素則包含師父個人因素與互動

因素等兩大類；3.最後，在非正式師徒關係發展包含四個關係互動階段：關係建

立階段、啟蒙教化階段、情感涉入階段、工作關係分離階段。在各階段中，組織

條件(如工作關係密切、互動頻繁等)、師父(如為人處世之道的給予、視為家人看

待等)及徒弟(主動、虛心、認同、信服等)態度與行為都是影響雙方關係發展的重

要因素。 

https://etds.ncl.edu.tw/theabs/service/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6%96%BD%E5%AE%8F%E5%BD%A5&field=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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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梅炤（2003）進行「海峽兩岸義務教育階段中小學校長培育制度比較研究」

發現應建立初任校長導入教育制度，協助初任校長校務領導。 

   魏昭雄（2004）進行「國中校長職前儲訓課程之研究」發現國中校長對職前

儲訓所安排課程具有中高程度的之滿意。其中以「績優校長的經驗傳承」最高。 

楊深耕（2004）進行「彰化縣國小初任校長導入輔導之研究」發現 1.優秀的

輔導校長條件是要具有豐富的經驗、良好的人際關係；2.在輔導校長與初任校長

配對上，初任校長回答以相同的教育的理念、領導風格、個性等居多，但在輔導

校長的回答上，則主張不要考慮配對條件，初任校長可從不同類型的校長身上學

到不同經驗與觀點；3.在輔導的次數與時間上，以兩個月會面一次，每次至少兩

小時居多，亦有不少人主張採不定期方式進行；4.初任校長與輔導校長之間的協

助與諮詢，大多是行政事務為多，如人事安排、營繕工程、各項法令的執行等；

5.初任校長的輔導方案，對剛上任的校長有正面的幫助，讓初任校長減少摸索時

間、有請益的對象，進而建立起辦學的信心。 

陳木金（2005）針對國民小學學校領導人才培訓課程規劃研究指出：1.在師

傅教導課程方面，最重要的是學習如何下判斷、做決定，而師傅校長要教導的正

是此能力；2.建議採用全時制的師傅制，整個星期都跟著師傅校長；3.師徒配對

方面：師傅教導若採一對一制，優點是較有責任感，但缺點是如果師傅校長的心

態不正確，將會影響到將來的校長；而群組制的缺點則是：責任分散，不會全心

全意地付出；若採三對二模式，可以考慮運用交叉的方式，三人中一人當主要的

師傅校長，另外兩位協助，而每個人都分配到一位主要的師傅校長，再交錯搭配

另外兩位校長來協助；4.師傅校長在專業課程階段即可進入，配合教授的理論教

導，提供實務知識；5.在上課後每天都有一張省思單，每週還有一份省思報告，

最後集結成一份校長的學習檔案，讓校長記錄自己的學習歷程並省思；6.培育課

也應有評量的機制來檢驗徒弟校長是否適合上任。 

陳宏彰（2005）進行「英國校長專業資格檢定制度（NPQH）在我國國中小

學校長培育制度建構之研究」發現師傅學員的配對可為多對一的形式學習更豐富

的經驗；師傅校長的甄選來源多元化並建立審查機制遴選良師；師傅校長與培訓

課程應同時開始且每週皆有師傅校長。 

蔡易芷（2005）進行「國民小學師傅校長教導課程對校專業能力之影響研究

https://etds.ncl.edu.tw/theabs/service/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6%B4%AA%E6%A2%85%E7%82%A4&field=AU
https://etds.ncl.edu.tw/theabs/service/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9%AD%8F%E6%98%AD%E9%9B%84&field=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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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認知學徒制理論為觀點」發現 1.師傅校長教導課程對提升校長專業能力具重

要性；2.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組長知覺師傅校長教導課程重要性的實際情形

尚佳；3.師傅校長教導課程對校長專業能力具有預測作用。 

陳添丁（2005）進行「高中初任校長專業發展需求與職前培育制度建構之研

究」發現 1.師傅校長不僅要有豐富的實務經驗，重要的是能啟發學員獨立思考、

解決問題的能力；2.年資因素對於師傅校長所應具備的能力或特質會產生影響；

3.師傅校長的能力特質可分為「自我要求與人格特質」及「引導與啟發」兩項，

其中以「引導與啟發」最為重要。 

蔡雅芳（2006）進行「我國高中校長培育制度建構之研究」發現 1.師傅校長

甄選應由校長團體推薦優秀且適合之校長，並經教育主管機關認可；2.師徒配對

方式，以培育單位提供師傅校長名單供學員（徒弟校長）選擇，並獲師傅校長同

意較為合適；3.師傅校長與學員（徒弟校長）的配對以一對一形式為佳，於適當

時機，增加各師傅校長及各徒弟校長彼此互動機會，以獲致團隊學習效果；4.

師傅校長參與方式，在培育課程中，每週應安排師傅校長授課時間；5.獎勵師傅

校長輔導徒弟校長較佳方式係發給合理酬勞。 
 

    綜合上述可以發現，國內在師傅校長教導制度方面雖然建構尚不完整，然相

關的研究卻有許多可供參考應用之處，但在師傅校長教導課程內涵此部分，除陳

木金（2006）與蔡易芷（2005）有相關的探討外，目前國內外對於師傅校長教導

課程內容具體包含項目方面，研究仍相當欠缺，有值得加以探討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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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校長永續領導能力的理論與研究 

   Collins(2002)在《從 A 到 A＋》一書中提到，企業組織若要從「優秀」到「卓

越」必須具有執行力，包括建立第五級領導人、善用刺蝟原則、強調紀律文化、

有效用運科技及掌握飛輪效應。其中，所謂的飛輪效應，乃指組織成員如何朝向

一致的方法，繼續向前不斷邁進，則可以累積功效厚植實力；組織成員亦可相互

激勵成長、突飛猛進，形成良性循環，完成基業長青的理想。Collins 和 Porras

（1996）亦在《Built to Last》一書中，提到企業要如何延續發展，包括 1.目標需

建立在利益之上；2 保有核心目標，以追求進步；3.展開緩慢而持續地堅持；4.

不要依靠單一的願景領導；5.發展自己的領導人；6.從多樣性的試煉中學習。  

而學校的發展亦需要透過永續的經營，持續的進步，才能塑造出最優良的學

習環境，幫助學生學習成長。Beare（2001）在其《Creating the Future School》

一書中提到，學校因為「看待知識的新方法、世界互動的新型態、世界對於工作

定義的新詮釋、教養孩童的新方式以及資訊科技的新力量」等原因，已經經歷根

本、深層以及普遍的變革（引自 Walsh, n.d.）。Fullan（2002a）指出現在的教育

領導者在不同的層級系統中，不應該只固著於一種領導方式。建立高品質的領導

才是促進改革發展的關鍵。因此學校應如何在變革的時代裡，掌握關鍵，使學校

能逐年進步成長而不中斷則是身為學校領導者能力的重要議題。以下即分別從

壹、永續發展的定義與內涵；貳、校長永續領導能力的重要性；參、校長永續領

導能力的內涵；肆、校長永續領導能力的相關研究進行深入探討。 

 

壹、永續發展的定義與內涵 

一、永續發展的定義 

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念來源於生態學，最初應用於林業

與漁業，乃指對資源的一種管理策略，意即將全部資源中合理的一部份加以收

穫，使得資源不受破壞，而新成長的資源量足以彌補所收穫的數量（王筱雯，

2000）。然在而經濟成長的過程中，人類以掠奪或寄生式的資源利用方式，雖然

造就人類的文明，卻傷及地球的自然演替，也負面回饋給人類是否能在新世紀的

地球環境中持續發展的警訊（汪靜明，2000）。 

自 1980 年世界保育方略提出永續發展一詞，以及 1987 年世界環境與發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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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對永續發展所做的定

義：「永續發展是滿足當代的需求，但不危及後代滿足他們需求的能力。」而 Jacobs

和 Sadler 認為永續發展是經濟的目標、社會的目標和環境的目標的交雜，並以下

列模式表示（引自楊冠政，2001）： 

1.經濟的目標：永續發展鼓勵經濟的成長，因為他能充實國力和增加社會財富。

同時，永續發展不但要增加數量，更要追求品質改善，提高效率、節約能源、減

少浪費、改變傳統的生產和消費模式，達成清潔生產和文明消費。 

2.社會的目標：永續發展必須要改善和提高生活品質為目標，與社會進步併行，

永續發展必須與解決大多數人口貧困聯結在一起，只有消除貧困，才能培養保護

和建設環境的能力。其發展的內涵應包括改善人類生活品質，提高人類健康水

準，並創造一個保障人民平等、自由和免於受暴力的社會環境。 

3.環境的目標：永續發展要以保護環境為基礎，且要與資源與環境的負荷力相互

協調。因此必須要保護環境，包括控制環境污染，改善環境品質，保護維生系統，

保護生物多樣性，維護地球生態的完整性，保證以永續的方式使用再生性資源，

使人類的發展維持在地球環境負荷能力之內。 

於是，1992 年 6 月聯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UNCED）於巴西里約召開地球高峰會（Earth 

Summit），會議中通過「里約環境與發展宣言」（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等重要文件，並簽署「氣候變

化綱要公約」及「生物多樣性公約」，全面展現人類對於「永續發展」之新思維

及努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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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Goals 
環境的目標 

Soical Goals 
社會的目標 

Economic Goals 
經濟的目標 

永續

發展 

 
 
 
 
 
 
 
 
 
 
 

圖 2-2 永續發展模式圖 
資料來源：楊冠政（2001） 

 
爾後，我國行政院為追求永續發展的目標，於 1997 年將原「行政院全球環

境變遷政策指導小組」擴編成立跨部會之「行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以加

強推動地球環境保護、自然生態保護、合理利用資源及國際環境保護行動參與等

相關事務。教育部並規劃「永續校園推廣計畫」，為建立一個進步、安全、衛生、

健康、人性化的學習環境空間為主，其包含項目在硬體方面含括「生態環境恢復

與維護」以及「永續建築」兩大項目，從瞭解自身校園地域、文化、歷史與生態

等特色，從而創造出完全不同且多樣的校園環境。而在軟體部分，配合九年一貫

課程實行，各校對應校園環境改造，創造出各校教學特色的教學教材，未來更可

配合鄰近不同教育特色的學校，更能形成緊密的環境教育聯絡網。此即為本部推

行永續校園推廣計畫最主要的目的。  

至此為止，吾人可以發現，雖然 1987 年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定義永續發展是為滿足當代的需

求，但不危及後代滿足他們需求的能力。且 Jacobs 和 Sadler 認為永續發展是經

濟的目標、社會的目標和環境的目標的交雜，但大部分研究與探討的重點只偏重

於環境維護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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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永續發展的內涵 

Anderson 與 Stiegelbauer（1994）從教育改革的觀點，提到教育改革理論以

及改革當局多年來所關心的議題在於，如何將「完成」（implementation）應用在

改革上，從初始（initiatives）的應用到整合所有的努力與實踐，以長遠的影響教

師，而非暫時性。Hargreaves 與 Fink(2000)因此指出，永續（sustainability）不僅

僅只代表著延續（last），其更說明初始（initiatives）可以在沒有其他環境的情況

下讓步（compromising），而持續的發展，不僅是現在，更發展至遙遠的未來（引

自 Hargreaves, 2002）。 

而 Florian（2000）綜合許多研究發現，永續的教育改革包含以下幾個因素

（Datnow & Stringfield, 2000; Stringfield, 1998; Yonezawa & Stringfield, 2000; 

Berman & McLaughlin, 1977, 1978; Hargreaves & Fink, 2000; Fullan, 1999; 

Huberman & Miles, 1984）：1.教師有效能的完成學校目標的方法或實踐；2.校長

有效能地提升、支持和管理變革；3.學區內新政策施行時，政治上的支持，甚至

來至於州的支持；4.持續地、高品質專業發展、支持團隊以及；5.積極徵募有證

照能力的成員。 

另外，澳洲永續教育研究機構（Australian Research Institute in 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ARIES, 2004）在澳洲政府的資助下，從 2004 年的三月到六月對紐

西蘭的 Environschool、瑞典的 Green school、中國的綠色學校計畫以及歐盟的

Eco-school 等世界上幾個全面永續的學校進行研究分析，研究報告中發現，永續

學校的願景是一種過程，必須由學校與在地的利害關係團體一起來繪製，永續學

校主要具有下列關鍵的特徵：1.學校領導：將永續性放在學校規劃與實務的核心

處，引入民主、參與式的全校式決策程序；2.全校參與：在採取學校行動與改進

計畫時；3.社區、家庭與利害關係團體的互動伙伴關係；4.參與式的學習策略：

鼓舞學生學習批判思考、跨文化觀點、參與和公民權的技能與提升競爭力；5.

所有課程內的關鍵學習區域都能促進環境教育與為永續教育的橫向作整合；6.

有隱藏性的課程，透過現在授課課程的支持反映出關鍵的信息與觀念；7.為學校

教師、校園管理、計畫方案伙伴與醋勁者定期辦理專業成長；8.綠化校園及物理

環境；9.教室可以是在校內，或是超越學校圍牆；10.透過資源消費、環境改善來

減少學校的生態足跡；11.定期執行監測、反省與評量程序以發覺下一步的行動；

12.學校不只是一個學習中心，也應該是學習型的組織；13.鼓勵老師透過反思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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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來進行實務的研究，以及促進績效的改進（引自陳俐親，2006）。 

聯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在其教育永續性（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的報告中

（2002）指出，教育的永續發展是一種未來我們尚無法預測的，教育方案正在尋

求發展各種瞭解和參與變革以面對未來挑戰和希望的方案，因此教育的永續發展

不僅是新興地，而且是包含動力概念的一種全新的教育視野，其尋求賦予不同年

齡的人們負擔起創造永續未來的責任。因此，為達成教育上的永續發展，必須要

求教育工作者以下幾點：1.生存的永續（living sustainably）建基於社會正義、民

主、和平和生態的健全；2.鼓勵集會的風氣，透過連結專家的知識以創造更多整

合性的瞭解；3.鼓勵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4.發展人類達成自我滿足以及

自我表現能力潛在；5.價值觀，發展想像力的使用，開啟願意冒險、給予彈性及

發掘任何新選擇的機會；6.鼓勵新的州與州、公民社會間的結盟；7.致力於減少

各種形式的貧窮與非正義暴力的形成；8.鼓勵提升新生活形態與生活形式的各種

價值；9.定義以及推動地方永續意識以及個人互動意識的全球化責任：10.創造可

能與慾望的變革、積極地參與變革，以達成未來社會的全體永續。 

NCSL（2005）定義永續（sustainability）為一種深植腦中、持續以及為未來

發展的革新能力。 

因此，綜合以上可知，永續發展的重要性從教育改革思潮以來，為因應變革

與外在複雜環境的變化，愈亦顯得重要而有價值性。其內涵乃從三個層面出發，

包含從經濟的層面、社會的層面以及環境的層面，而在複雜的環境裡為持續維持

高品質的教學，校長身為學校的領導者，是設定學校風格與方向的關鍵性人物，

需要擁有寬廣的領導能力（Gantner, Daresh, Dunlap & Newsom, 1999）。因此，身

為教育領導者的校長亦應該思考，在瞬息萬變的環境裡，如何讓學校組織可以不

斷向前邁進，形成良性循環，達成永續發展的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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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校長永續領導能力的重要性 

一、永續領導能力的定義 

    永續領導（sustainable leadership）的概念最早由 Hargreaves 與 Fink 所提出，

其強調領導猶如一過程與系統，而非一套個人所擁有、可訓練的能力與特質，惟

有永續領導的理念能被學校教育人員所接受並且用心實踐（張明輝，2005）。因

此，Hargreaves 與 Fink(2003a)定義永續領導（sustainable leadership）為一種廣佈

（spreads）與持續(lasts)，一種責任分擔（shared responsibility），其並非不當地

用盡人力或財物資源，而是避免對周遭的教育造成負面的影響。永續領導對於其

影響願意發出主動的承諾（activist engagement），並且建立組織差異性的教育環

境（educational environment of organization diversity），以提升在社群環境共同學

習和發展的良好想法與成功實踐。 

永續領導（sustainable leadership）是一種對所有關係人維護、提升其深廣學

習的目的；永續領導，如同永續進步般，始於強而堅定的道德責任，因此發展出

令人信服的更新（renew）是其核心概念（NCSL, 2006）。 

黃乃熒（2000）則指出，學校行政永續經營的理念中，主張學校行政的革新，

是植基於過去與現在的合理關係（Srivastva & Wishart, 1992），藉以勾勒未來的發

展方向，學校行政有創新的動力，也有不斷獲得支持的助力，故學校行政可以永

續發展。因此，學校行政永續經營的邏輯乃統整、持續及連接的關係。 

綜合以上說法，校長永續領導能力係指校長從根植人類熱衷於持續進步的深

層價值中，發展出系統性的領導能力，包含永續領導技術以及永續學校進步的概

念，並維持和發展所有寬廣性和持續性的深層學習，以在現在和未來創造出所有

正向的利益而言。 
 

二、校長永續領導能力的功能 

    Hargreaves（2005）指出永續領導有以下幾個功能： 

1.永續領導創造並且維護永續的學習：永續領導是第一個也是最先將從深層意識

裡去將領導與學習放在一起進行探討的領導形式，是一種充分瞭解學生學習的

天性與本質，並且嘗試幫助其他成人找到最好的方式以幫助學生的學習，永續

領導是一種引發、發展以及維持領導者學習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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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永續領導確保延續：永續的觀念使學校能一年比一年持續進步，一年比一年

好，其並不是取決於領導者的努力而進行短暫變革，卻在此位領導者離開時，

變革亦隨之離開的。永續領導將學校中每個個體相互牽連起來，使每個人為其

行動負起責任，永續領導使領導延續的核心，能使得學校的進步永遠持續下去。 

3.永續領導不僅依靠領導者個人的延續，更延續所有在領導者身旁的人：此種概

念即為分佈領導（distributed leadership）。傑出的領導不只是依靠個體的腳步，

在複雜、腳步快速的世界裡，領導並不能只放在少數人的肩膀上。因此，在高

度複雜，以知識為本位的組織中，我們需要每個人的智能以幫助學校能更佳彈

性、負責、重組，更能面對無法預測的環境變化。這就是分佈領導的力量，分

佈領導並不像是授權領導，其創造一個可供人們擁有權力、創始、動機以及具

備行動能力的環境，其增能賦權給教師、學生、家長以及所有與學校相互連結

的團體，使得學校的進步責任被分擔出去，以成為永續發展。 

4.永續領導是一種並非廉價的簡約：永續支出被視為花錢買人們的時間以創造出

合作的文化，其不會因為時間消滅、資源消滅而消失，永續領導發展出的進步

可以達成永續存在的資源。 

5.永續領導有關系統思考以及社會正義：學校必須將他們自己與較好的學校相互

比照，從教育的觀點用更寬廣的公眾利益進行系統思考，幫助支持鄰近的學校，

相互分享資源以教育的百年發展及廣佈性為考量重點。 

6.永續領導必須永續自身：學校中最強而有力的資源並非財政，而是「人」，永

續領導必須永續領導者自身以及成員的智能與情緒發展，因此領導者才能帶領

成員們的工作，即使跨越時間仍維持其影響力。透過分享責任、反思、投資成

員及自身的專業學習，這些方式都能補充領導者及成員的精神。 

     因此，Hargreaves 與 Fink(2003b)提出幾點永續領導在未來教育上永續應用

的幾個面向，包含 1.未來的領導在做每件事時，必須根植於其心及其智能，而

非僅依靠勇氣；2.教育系統必須視領導為一種歷經時間的垂直系統（a vertical 

system over time）；3.教育永續成功的承諾依靠透過學校社群創造分散領導

（distributed leadership），而非訓練或發展少數的領導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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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校長永續領導能力的內涵 

Bassett（2005）指出，學校擁有高複雜度、困難以及重要的任務，因此達成

永續領導的關鍵之一即是創造出高功能的團隊，能產生激勵自己與激勵團隊他人

的能量，並且相互合作，才能永續學校的發展。 

Fullan（2005）指出，學校若要達成永續（sustainability），至少需包含八個

因素：1.存有道德目的的公共服務（public service with a moral purpose）； 2.承諾

在不同層級進行改革（commitment to changing context at all levels）；3.透過網路

建立潛在能力（lateral capacity building through networks）；4.智能責任與垂直式

關係-包含能力的建立與責任（intelligent accountability and vertical relationships）；

5.深度學習（deep learning）；6.短程與長程結果的雙重承諾（dual commitment to 

short-term and long-term results）；7.循環能量（cyclical energizing）；8.長期領導的

手段（the long lever of leadership）。 

而 Hargreaves 與 Fink(2003a)則提出永續領導（sustainable leadership）的七個

原則(seven principals)，分別為 1.永續領導創造及維持永續的學習（sustainable 

leadership creates and preserves sustaining learning.）；2.永續領導確保延續

（sustainable leadership secures success over time.）；3.永續領導維持領導的分散

（sustainable leadership sustains the leadership of others.）；4.永續領導陳述社會公

平的議題（sustainable leadership address issues of social justice.）；5.永續領導發展

人物與物力資源（sustainable leadership develops rather than depletes human and 

material resources.）；6.永續領導發展環境多樣性與能力（sustainable leadership 

develops environment diversity and capacity.）；7.永續領導承擔對環境所造成的責

任（sustainable leadership undertakes activist engagement with the environment.）。 

    綜合以上各家說法，將校長永續領導能力統整歸納為以下七個向度，亦為本

研究在校長永續領導能力方面的七個研究取向，分別為 1.深廣學習能力；2.延續

發展能力；3.分佈領導能力；4.社群連結能力；5.差異凝聚能力；6.發展資源能力；

7.維護傳承能力。以下分別進行說明探究。 
 

一、深廣學習 

    Claxton(2002)提到發展學生學習能量需透過四個層面來進行，包含 1.具精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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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lient）：發展學生具有生生不息的精力，即使離開學校亦可以進行學習；2.

有策略（resourceful）：教導學生具備寬廣學習的能力與策略；3.能反思

（reflective）：幫助學生發展出能像一個學習者般，思考學習與自己的關連；4.

展互惠（reciprocal）:幫助學生成為能使用最富有成效的、享受的與責任的方式

相互學習。 

    Fullan（2006）在「The New Nature of Leadership」一文主張，如果校長要以

教導型的領導者來面對未來重大責任的改革將是不夠的，更重要的，我們需要的

是可以創造一個強而有力的學校學習文化（learning culture of school），以及教學

專業的本身。不僅如此，Fullan（2002b）認為永續（sustainability）的達成，需

要教師和校長在工作上不斷進行學習，因為學校和學區已經形成一個學習社群

了。 

    Hargreaves 與 Fink（2003a）則提到，永續亦代表著滋養（nourish），持續學

習代表在智能上、社會性上及情緒上延續學生的學習能力。 

    聯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指出學習的四種重要的形式，分別包含如下：1.學習瞭

解（learning to know）：包含廣博的知識、智能上的好奇心、瞭解的技能、獨立

的判斷、持續終身學習的推動力；2.學習如何做（learning to do）：亦為學習「知

行合一」，能處理不同的狀況、能根據環境而行動，因此可以幫助學生瞭解學習

原則的架構，他們因而可以應用這些學習的方法，有效能地展現在不論是數學、

科學、藝術或其他方面；3.學習成為怎樣的人（learning to be）：瞭解自己是誰（who 

we are）以及自己是怎樣的人（how we are）。其包含我們的道德特質、價值判斷

以及個人責任意識的部分，意指給予人們在思想上、判斷上、感覺上以及想像力

上的自由，使得人們得以發展其個人潛能，並且有效掌控自己的人生：4.學習與

他人相處（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學生需要學習如何與他人發展出相互瞭解的

能力，學習尊重他人、參與他人的文化和價值觀；需有從他人觀點看待事務的同

理心、瞭解人們間的差異與相似性、讚賞個體的存在與增進關係的對話能力等。

而 Hargreaves 與 Fink（2006）指出，除了以上四種學習的形式外，永續領導能

力中亦需具備第五種學習形式：學習永續共存（learning to live sustainably），乃

學習尊重與保護地球上與我們共存的生物，在各種社群中例如經濟與生態環境中

學習如何維持長遠的彼此利益。 

因此，Hargreaves 與 Fink（2006）指出不論從學生的角度，或由學校行政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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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教師教學層面而言，都應學習 Slow Knowing，因深度學習的紮根歷程是需

要時間的釀造才得以完成。Claxton（1999）亦言，所謂的 Slow Knowing 是一種

學習的基礎，其使得經驗得以深化，並且得以對人性能激起更深一層的突破。因

此，一間注重 Slow Knowing 的學校必定是減少考試、增加課程設計的彈性、注

重學生學習的歷程、不會催趕小孩、由遊樂中伴隨著目的形式的教學。 

因此 Slow Knowing 即需要透過 Slow Leading 來完成，據此，領導者必須 1.

先強調學習、而後完成、再考試的歷程；2.不可窄化測驗分數的意義；3.拒絕快

速學習的課程；5.保護及提升課程中的深度學習；6.針對學生個人設計不同的測

驗內容；7.對於同事間亦要提供等同於學生的非結構式互動與溝通；8.為進步而

積極行動，但須對成果耐心等候；9.探訪學校問題時，應根據有證據的資料解決

問題，而非忙碌倉促地解決問題；10.瞭解改革及其所需的溝通是需要時間的；

11.維持行政同僚發展的深度（Hargreaves & Fink, 2006)。 

    由上述可知，在永續發展的過程中，深而廣的學習是最為重要且迫切培養的

能力，因此領導者應帶領學校成員瞭解學習的方法、做事的方式、應成為怎樣的

人、如何與他人共存，並明瞭學習是種紮根與釀造的歷程，無法一蹴可幾。 

因此，在「深廣學習」之校長永續領導能力的內容要項，可以透過「使得學

習成為一種紮根與釀造的歷程」、「幫助學校成員進行深而廣的學習」、「帶領學校

成員瞭解如何學習」、「帶領學校成員學以致用的能力」、「帶領學校成員認識自

己」、「帶領學校成員學習與他人相處」、「帶領學校成員學習尊重與愛護生命」七

項內容的涵養，來代表校長永續領導深廣學習專業能力的展現。 
 

二、延續發展 

    在永續發展的議題中，如何維持校園環境的永續、政策的永續、文化的永續

以及優良傳統的永續一直是領導者在離開一所學校或進入一所學校所必須面對

的第一個，也是最艱難的問題之一。會造成領導者延續發展困難的原因主要有

1.人口世代快速轉換的原因；2.因標準化改革導致突然其來，許多校長的提早退

休；3.學區間對於快速績效表現的強烈需求；4.缺乏有能力、有品質，以及做好

準備的接替者（Early, Evans, Collarbone, Gold, & Halpin, 2002）。因此，Hargreaves

與 Fink（2003b）說明永續領導並非在一個領導者離開後就消失，若要促使學校

進步，則持續地確保領導者領導的永續不會消失，將是重點之一。 

然則，領導繼承（leadership succession）總是被期待的感覺（feeling of 



國民小學師傅校長教導課程與永續領導能力關係之研究 

60 

expectation）、理解力(apprehendsion)、放棄(abandonment)、喪失或解除（loss or 

relief）所支配著（Hart, 1993）。因此，領導是否可以被延續發展，Hargreaves 與

Fink（2006）發現，領導者與其系統多致力於 Etienne Wenge 所謂的「引入知識」

（inbound knowledge），意即改變、改善或是扭轉一個機構，使它具有某種特色

的知識，而較少注意到「外傳知識」（outbound knowledge），意即保存過去成就，

或是延續初始領導者所遺留下來的方案。因此其提出藉由「持續性」與「計畫性」

二個指標，來瞭解領導過程是否被妥善管理。由「持續性」與「計畫性」二個層

面的交互關係，形成四種可能的型態：1.計畫性的持續（planned continuity）：新

的領導者來到一所學校後，經由縝密的思考承續原有計畫，維持現狀的穩定發

展，或是以前任者的經營方向為基礎，再做進一步的延伸；2.計畫性的不持續

（planned discontinuity）：領導者經由縝密的計畫被指派去改變學校，使其能不

同於前任者的經營方向（張明輝，2005）；3.沒有計畫性的持續（unplanned 

continuity）與沒有計畫性的不持續（unplanned discontinuity）。 
 
表 2-2 延續的持續性與計畫性 

 持續（Continuity） 不持續（Discontinuity） 

有計畫

（Planned） 

計畫性的持續 

（Planned continuity） 

計畫性的不持續 

（Planned discontinuity） 

無計畫

（Unplanned） 

沒有計畫性的持續 

（Unplanned continuity） 

沒有計畫性的不持續

（Unplanned discontinuity） 

資料來源：Hargreaves ＆ Fink（2006：62） 

    由上述可知，領導者應要能保留組織中原有良好的部分，加以延續發展，

並透過與組織內、外成員的溝通對話，瞭解學校現況與未來發展的方向，將組織

發展的藍圖與規劃確實延續給下個領導者，以促成學校的永續發展。 

因此，「延續發展」之校長永續領導能力的內容要項，可以透過「能向前輩

們請益，以瞭解學校現況與未來發展」、「開放地與成員進行溝通，瞭解領導的方

向」、「承襲前輩們的基礎，並延續給下個領導者」、「在適當的典禮或儀式中，誠

實地陳述工作的貢獻」、「為自己職責生涯的各階段發展，做好規劃」、「用全新的

思考來延續前任領導者的成效」、「以開闊的胸襟規劃學校未來發展」七項內容的

涵養，來代表校長永續領導延續發展專業能力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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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佈領導 

    Tichy 與 Cardwell（2004）所提出之「教導型組織」，強調成功的企業，其高

層領導人負有培養其他領導人的責任，培養其他領導新軍，進而促成良性教導循

環的組織。 
Sergiovanni（1984）指出，領導是一種組織文化的產物，而在組織中

不同型態的領導並非是領導者一人的功能與角色，相對地，其必須在各種

行動中混合組織文化以及領導能力的密度（引自 Copland, 2003）。     

Fullan（2001）說明永續領導並非只是個體的責任，在複雜的世界裡，沒有

一個領導者、機構或國家可以在沒有幫助之下控制全局。Fullan（2002b）亦提到，

永續（sustainability）的達成，需在各種不同層級上發展領導者，其代表不能只

依靠特定的領導者，必須發展強化不同層級的領導者。 

    Copland（2003）主張所謂的分佈領導是專注於蒐集眾人在目標上質與精力

的總和，而非單單只是個體的行動。 

    Hargreaves 與 Fink（2006）指出，在複雜、腳步快速的世界裡，領導者只是

組織中的少數成員，因其不可能獨自知道或完成所有的事情，因此領導者必須學

習將領導能力加以擴散，意即具備分散以及分享責任的能力，分佈領導激勵成

員、學生以及家長尋找、創造每個人的領導功勞的機會。因此，分佈領導

（distributed leadership）包含兩個觀點，第一為基準（normative）：領導者應將

領導的責任則廣佈於教師、學生與家長身上，使其產生自我意識與經由深思熟慮

的領導責任，則學校進步的責任，將同時由成員、學生與家長共同承擔，集眾人

之力，則永續發展的目標將可以不停延續下去；第二個觀點為描述（descriptive）：

意即應瞭解領導如何分佈，使用什麼方式進行。 

    然則，並非所有的領導分佈皆可導致永續發展的目標，其關鍵在於領導者應

針對不同的情形採用不同的領導模式。英國的國家領導學院（National College for 

School Leadership, NCSL）Hay Group Education 的研究報告描繪出五個層面的分

佈領導，分別為 1.指示（instruct）：所有的決策與想法全部取決於上層的決定；

2.諮詢（consult）：給予組織成員提供想法的機會，但組織決策仍大多由上層主

管決定；3.授權（delegate）：組織成員可以做決策，並且對其決策負擔責任與義

務；4.促進（facilitate）：所有的想法是可以被引發的、施行以及挑戰的；5.忽視

（neglect）：成員被強迫接受想法與責任，因其對於上層的方向缺乏興趣（引自

Hargreaves & Fink,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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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佈領導首先強調的是，領導需適當的促使團體或網絡中的個體進行互動；

第二，分佈領導建議打開領導界線的疆域，意即讓組織成員有機會輪流成為領導

者的一份子，讓其對組織做出貢獻；第三，分佈領導必須將專業的多樣性分散給

許多人，不只有少數人而已，意即可以從成員間獲得許多不同的觀點，透過互動

的信任與支持的文化，讓每個人都成為組織進步與否的關鍵人物（NSCL, 2003）。

因此 NSCL 提出分佈領導內涵，包含 1.支持學校建立或增加學習的能力，目的在

於讓每個個體準備好負擔起變革以及幫助創造變革的準備，其發展並提升成員的

責任；2.因其渴望於提升孩童的教育經驗，因此必須加強成員的技能；3.強調最

高階層的信任，並不只是說實話或誠實而已；4.學校是全校成員間有效能的貢

獻，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使貢獻被分擔至整個學校；5.分佈領導並非廢除所有的

限制，事實上會經由謹慎的考慮創造出清楚的界線，才會允許其行動；6.因為他

們對於學校發展有影響力，因此他們分享權力，他們增加道德和委任的能力。 

由上述可知，領導者需運用激勵的策略使成員相信他們可以自己完成任務，

並建立「分佈領導」的文化，而非僅訓練與發展少數的領導菁英，當其發揮影響

力時，屆時學校成員、學生和家長將共同負起永續革新的責任。 

因此，「分佈領導」之校長永續領導能力的內容要項，可以透過「能體認集

體的智識是無窮、多面向的」、「連結任務與責任之間的關係」、「運用激勵策略，

使成員相信他們可以自己完成任務」、「清楚鑑別目前學校所處狀況，並找到合適

的領導方式」、「謹慎界定出分權的界線」、「根據學校成員的能力分配適當的權力

及工作」、「掌握目標達成的情況，並將領導能力加以擴散發展」七項內容的涵養，

來代表校長永續領導分佈領導專業能力的展現。 
 

四、社群連結 

    Fullan（2002b）提到要達成永續（sustainability），則需要增進社會和道德上

的環境(the social and moral environment)，這牽涉到高表現與低表現學校(high and 

low performing)之間必須拉近其鴻溝（gap）。 

    Baker 與 Foote(in press)則提到，永續領導是一個互動的歷程，學校應認知並

且對其他相關網絡所造成互動式影響負起責任（引自 Hargreaves & Fink, 2003）。 

    聯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在永續發展的系列專文中提到，建立社群連結的能力能

確保地方發展的永續性，在策略方面並提供幾個原則以供參考：1.提供訓練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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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能力的單位；2.發展堅固的溝通策略，可透過網路資源系統的建立進行社群

的連結。 

    Hargreaves 與 Fink(2006)提出幾種可以符合社會正義與達成永續領導的方

式，分別說明探討如下： 

1.配對學校（paired school）：成功的學校可以指導艱困的學校，並且幫助其進步，

因此可以透過學區內的支持，由表現不佳的學校選擇表現績優的學校做為伙伴

關係（partner），採用配對方式，由表現績優學校作為一種指導的角色，幫助

表現不佳的學校進行改進與發展。 

2.連結區域（networked districts）：學校的永續發展可透過區域間的相互連結來

達成，若能將一位學生的學習場域擴大不僅處在一間學校，享用不僅一間學校

的資源，可以因學區內甚至跨學區間學校資源共享的結合，而使其同時享有鄰

近學校的優勢資源，幫助擴展學習的機會；此外，透過區域連結的方式，更能

符合社會正義的模式，讓學生獲得最大的利益。 

3.社區諮詢（community consultation）：不僅要主動地思考社區的需要與資源需

求，並且要以符合社會責任的思維，思考對周遭社區的共好方式。 

4.共同責任（collective accountability）：應以社會責任的角度辦學，將學區內或

鄰近區域的學校表現視為一己之責任，辦學優良與辦學欠佳的學校間相互合

作，以降低成就的差距，幫助兩者一起進步，而這些發展對於周遭環境的社區

影響將是最直接而深刻的。 

5.環境影響評估（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為達成永續發展，學校領

導者應承擔因學校的物理性設備、市場原則以及因學校活動或決策所對周遭環

境造成的任何影響，因此，所謂的永續發展不僅是消極的不對周遭環境造成傷

害，更進一步，以符合社會正義的作法，積極地對於周遭社群環境的共好負起

責任。 

由上述可知，領導者應要能夠與周遭社群進行知識與資源的相互連結，進行

資源共享與應用，並在思維上跳脫以往格局，將大環境的發展納入考量，才能有

效促成永續發展。 

因此，「社群連結」之校長永續領導能力的內容要項，可以透過「提供經驗

和資源給其他學校，以求共好」、「與他校組成網絡關係，共同分享學校特色資

源」、「能在發展學校特色時，謹慎考慮對於學區內的各種影響」、「將學校責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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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念擴大成學區（或社區）責任」、「承擔學校因政策執行或活動推展，對環境所

造成的影響」、「積極應用符合社會正義的方法，做出有利於大環境的決策」、「瞭

解教育是百年大計，且影響層面不僅止於學校內部」七項內容的涵養，來代表校

長永續領導社群連結專業能力的展現。 
 

五、差異凝聚 

    Hargreaves 與 Fink（2003b）提到，標準化（standardization）是永續(sustainability)

的敵人（enemy）。 

    聯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的教育和文化部長 Georgiades 在 Cyprus 所舉辦之第 32

屆 UNESCO 會議上提到：「文化差異是永續發展的重要因素，我的國家正因為地

理位置的原因展現出這個重要的角色。Cyprus 有其毅力和道德上的義務成為一

個和平與穩定的區域，因其位在歐洲、亞洲和非洲這三大洲的交叉路口，因此人

民對於差異性的和諧共存同感其需求，正如同需要永續地使不同文化間的對話持

續下去。」 

    Hargreaves 與 Fink（2006）指出，有效能的組織是在複雜以及不可預測的環

境下運作，伴隨著流動與可適應性的系統生存下去，因此有效能的組織特徵包含

1.具有一般性與持久性的價值、目標與目的；2.擁有及發展多樣性及差異性的技

能與智能；3.提升互動式及不受限制的想法相互交流，以形成多樣的影響；4.將

其影響力滲透至外界；5.新想法、結構或步驟等各種具差異性元素的相互連結，

以及願意接受由外界影響所帶來的各種新想法；6.能彈性與具適應性地面臨環境

的改變；7.能具勇於面對與回應威脅與逆境的恢復力。因此，透過專業學習網絡

與學習社群的建立，相互分享、有計畫性地合作、評論他人的看法及經驗，以降

低學校的孤立性，此外更可促使多樣性與差異性的開展，並且凝聚其想法與內

容，以促使學校的永續進步。 

    專業學習社群的產生可透過科技網路與團隊合作研發的發展來完成。透過網

路科技的發達，專業學習社群的發展可經由網路的架設，形成毫無距離的分享交

流場所，讓多元化與差異性的知識與經驗相互分享、進行討論，以連結學校內、

外部的資源；此外，透過學校內部的教學團隊或行政團隊的建立，經由團隊合作

的課程研發或政策研發等，可連結成員間不同的想法與智識，幫助學校產生更多

元化的視野，以帶動更多元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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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知，在開放系統下，發展多元的領導模式，重視組織中的多樣性與

差異性內容，給予彈性發展的空間，並透過對話、專業學習網絡及專業學習社群

的方式，凝聚差異以促進學校進步。 

因此，「差異凝聚」之校長永續領導能力的內容要項，可以透過「帶領學校

成員習得或發展各種知識與技能」、「連結學校內、外部的不同想法」、「願意鼓勵

和尊重多元與差異的存在」、「願意運用學校資源，建構發展專業學習網絡」、「願

意鼓勵學校成員組成各種不同的專業學習社群」、「運用專業學習網絡與專業學習

社群進行差異性的凝聚」、「運用專業學習網絡促使學校進步」七項內容的涵養，

來代表校長永續領導差異凝聚專業能力的展現。 
 

六、發展資源 

    Hargreaves 與 Fink（2003a）指出，永續領導系統瞭解如何關心其他的領導

者，並且如何使領導者關懷他們自己。其中，更引用 Byrne（1994）說明，若教

師或領導者燃盡其精力，包含物理性精力及情緒性精力，則必須發展專業學習社

群。 

    Stalk（2000）所提出「活水企業」（the living company）概念，經其研究二

十七家屹立不搖公司的共同性，發現其中的共同性之一即在於「重視員工，而非

資產」，其塑造出「以人為本」的共同體，因其所做的任何決定，亦將決定公司

常受的重要關鍵，因此，活水企業如同河流一般，經理人員會把資金的最適化，

視為不過是人員最適化的必備補充品而已。為建立一個具有獲利力且長久存續的

企業，經理人員必須謹慎地創造出一個共同體。這些過程包括：適當地定義成員

資格、建立共同的價值觀、招募人員、協助員工的發展、評估個人的潛力、遵守

人性化的契約，並建立優惠的退職政策。 

    Hargreaves 與 Fink（2006）指出進步需要精力，永續發展需要永續的精力才

能達成，這包含人力與物力的資源，以下分別詳述其內涵： 

（一）物力資源：物力資源的永續應用，乃指在全球資源有限的限制之下，應瞭

解不可毫無目的性地耗盡資源，應採取永續發展的觀點，以更新及維護資源的

使用，使物力資源能源源不絕，再生循環。 

（二）人力資源：人力資源是組織發展中不可或缺的部分，其關係著組織永續的

發展，因此只有組織成員的精力被消耗殆盡，將會影響到組織長程的發展，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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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1.沒有時間睡覺、休息或適當的運動；2.長期感覺到過度疲憊或情緒性地想

要與周圍的世界脫離而沒有正常的人際關係；3.總是思考太快速或不夠深層；

4.沒有辦法或不能滿足或信服將自身的道德與行為相互連結。因此，Loehr 和

Schwartz（2003）提出四種更新（renew）人力資源精力的關鍵，包含物理層面、

情緒層面、心靈層面以及精神層面的人力更新，以幫助組織成員恢復、發展以

及延續其精力。而 Hargreaves 與 Fink（2006）則提出三個更新人力資源精力的

來源，分別為信任（Trust）、自信（Confidence）與情緒（emotion）： 

1.信任（trust）：組織的發展與興旺需要人際間彼此的信任關係，其代表著組

織中的成員願意相互依賴，相互合作與相互協助。其包含著契約上的信任、

能力上的信任以及溝通上的信任。因此信任是鞏固精力、維繫關係的重要因

素，當信任瓦解時，人們的關係也將隨之瓦解，此時組織將充滿著混亂的情

形。而信任在學校是必須的，因而能彼此分享瞭解、參與決策以及相互產生

責任，以促使人力資源的更新。 

2.自信（confidence）：哈佛商學教授 Kanter 指出，信任影響著投資者意願，

會帶來美好的結果，其更指出，成功的企業或勝利的團隊，他發現關鍵即在

於對自我的「信任」，組織成員或團隊成員若能對自我產生自信的感覺，將

會使組織產生更強大的資源。然則，自信並非能夠給予（give），只能自己得

到（gain），領導者要使學校教師及成員獲得自信心，是其首要的任務，因為

當教師級學校成員擁有自信，則會形成促使學校整體的進步。 

3.情緒（emotion）：此部分的情緒，乃指組織成員能妥善處理情緒勞務（emotion 

labor）的部分，以促使組織穩定發展。教育領導者有責任與義務激發學校成

員的動機與正向情緒，並且促使其學會管理自己的情緒與感受。 

由上述可知，領導者應重視人力與物力資源的發展，瞭解更新成員能量的重

要性，因此在發展人力上，透過建立信任、獲取信心以及情緒管理三方面增加能

量，當領導者和成員的能量增加後，即可有效促進組織的發展。 

因此，「發展資源」之校長永續領導能力的內容要項，可以透過「瞭解學校

進步的重要關鍵在於人力與物力資源的發展」、「體認人力與物力資源的使用有其

限制」、「體認人力資源再生與發展的重要性」、「與學校成員間彼此建立信任的關

係」、「幫助學校成員獲取對自身能力的信心」、「幫助組織成員瞭解、表達與管理

自身的情緒」、「幫助學校成員學習如何獲得正向情緒」七項能力的涵養，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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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永續領導發展資源專業能力的展現。 

七、維護傳承 

Hargreaves 與 Fink（2006）指出，當變革已經成為未來發展的必然趨勢時，

永續與變革間的對照更突顯其重要，永續發展尊重、維護以及更新過去仍可運用

的部分，並且向過去學習，包含過去的環境、文化傳統、當地的智慧以及蒐集而

來的記憶，因為這些都是未來得以學習與進步的重要資源。因此維護傳承

（conservation）乃指從建基於過去的歷史與經驗之上，以探究並創造出更美好

的未來。因此運用在學校上，其學校的發展必須再結合（recombination）過去，

並且更新（renew）過去的內涵，重視既有的經驗與智慧，以維護傳承學校的發

展。其重要的內容說明如下。 

Abrahamson（2004）指出，透過反覆討論出需要產生變革時的特徵，以促

使吾人去找尋可供選擇的關鍵即稱為「創造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意即「毀

滅過去以創造未來」。然而，若能結合既有人力與物力資源，重視經驗與智慧的

延續，則可以透過再結合（recombination）的過程來創造未來。其所代表的不僅

僅是回收（recycle）或再使用（reuse）的觀念，其使用創造力以及最精巧的能力

去結合過去，以產生「新」的未來，因此所謂的再結合（recombination）意即是

轉換過去的元素，可見表 2-3。 

因此，Hargreaves 與 Fink（2006）整理出在維護傳承部分最基礎以及最深遠

的課題，包含以下幾點：1.我們必須認知過去，維護過去最好的部分，並且從中

學習；2.原始、差異以及無秩序的存在是我們生活與工作中最豐富以及美麗的；

3.過去（past）不僅純樸，並且純淨，但不可過度使其傳奇化；4.沒有什麼重要

的議題，例如以孩童為中心的學習、教師發展課程等，都應該一再被重複重視：

5.我們過去的經驗都應該被視為今日的責任進行闡明；6.我們是自然與過去的一

部份，不可全然分割；7.當領導者或改革者企圖消除或貶低過去，則他們亦創造

了憤怒以及孤立的情況；8.重點在於並非忽視或阻止過去，應當從過去當中學

習。因此，在實際操作上，提出以下幾點作為學校領導者在進行「維護傳承」時

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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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從再結合到更新 

從（From）  到（To） 

解雇或再聘僱  重新調整原有的人力 

發展新溝通  增加或重新創造現存的

社會網絡 

創造新價值  復興以及更新已存在的

價值 

流程重新運作  挽救已存在的良好流程 

完整再建構 

 

 修訂與重整架構 

資料來源：Hargreaves ＆ Fink（2006：227） 

 

1.組織應每年或兩年進行一次檢討與重新審視：學校系統應該每隔幾年後，及重

新審視其學校願景與價值觀，特別是在人事有產生異動之時。 

2.整理組織中所蒐集到的回憶：尤其是剛進入一所學校的校長，其必須要規劃出

時間，瞭解學校的人事情況，並且詢問每個人有關參與組織中任何事項的回

憶，其包含其學校舊有的經驗、故事以及重要的事件，以瞭解學校現在發展的

歷史與原因。 

3.蒐集學校的資產：校長應該蒐集瞭解與有關學校人事物的資產細項，包含技

能、知識、以及組織中每個人所擁有的資源。 

4.促使組織遺棄無用的價值與內容：校長可透過特定的會議，針對學校舊有的不

良價值、結構與流程進行檢討並促成更新，已更替更好的學校未來。 

5.在期中時思考監督被建構出的原則是否達成：在學校期中的時候，必須花費時

間去監督思考被建構出的原則是否達成，並且需要思考更有系統的方式。 

6.講故事：可透過會議及社交的機會，讓人們講述其故事，分享經驗與感受，以

蒐集到眾人的共有回憶與經驗價值。 

7.重視師傅教導（mentoring）：不可忽視老邁者的經驗與智慧，必須主動去探求，

因為擁有一位好的師傅是相當重要且不可或缺的。然則並非所有人的經驗都會

相似，因此必須透過蒐集與檢核去找出最好的方式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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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保留紀錄：保留記錄的目的在於讓「資產」不會因為人力的離開，而導致珍貴

的回憶與經驗隨之而去，透過保留記錄的方式，留下學校重要的資產、回憶與

經驗，幫助學校未來在進行傳承與銜接時，更可以透過紀錄展現的方式，幫助

眾人瞭解與展望。 

9.創造混合的文化：學校文化的發展，可能會因為新教師或新成員的加入，帶入

新的經驗與活力，因此學校領導者要能給予新經驗融入的機會，從不同成員身

上加以學習。 

10.採用再結合（recombination）來取代反覆不停的變革：創新與改革並不需要

消滅過去，採用再結合的方式，可以有效率以及有效能地向前邁進。 

由上述可知，永續領導的發展乃建構在未來與過去之上，尊重人們過去的智

慧、經驗與回憶，並將其視為有價值、可更新、可再結合的資源，根據過去探詢

與創造更美好的未來。 

因此，「維護傳承」之校長永續領導能力的內容要項，可以透過「體認前輩

和成員的智慧、經驗與回憶對未來的重要性」、「知道在學校中屬於大家的共同回

憶」、「每隔一段時間重新審視和更新學校的願景」、「在開會或聯誼時，讓成員分

享個人期望、感受等」、「促使學校成員放棄過往錯誤的價值或處事流程等」、「將

學校的歷史和經驗做一完整而詳細的紀錄」、「將學校過去經驗與創新結合，促使

成為更有效能的組織」七項內容的涵養，來代表校長永續領導維護傳承專業能力

的展現。 

綜合以上說法，「永續領導」（sustainable learning）係指從根植人類熱衷於持

續進步的深層價值中，發展出系統性的領導能力，包含永續領導技術以及永續學

校進步的概念，並維持和發展所有寬廣性和持續性的深層學習，以在現在和未來

創造出所有正向的利益而言。採行永續領導（sustainable learning）的教育領導者

應具備的能力包含七大項：1.深廣學習能力；2.延續發展能力；3.分佈領導能力；

4.社群連結能力；5.差異凝聚能力；6.發展資源能力；7.維護傳承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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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校長永續領導能力的相關研究 

    Hargreaves 與 Goodson（2004)的研究發現，非永續領導（unsustainable 

leadership）與進步的成效(improvement efforts)並非只具有假設性的關係。他們在

1970、1980 及 1990 年代的美國和加拿大歷經三年的時間，針對八個高等學校，

超過 200 位教師與行政人員進行研究，研究結果發現影響改革或長期持續的關鍵

在於領導（leadership）、領導永續（leadership sustainability）以及領導延續

（leadership succession）。 

    NCSL（2005）針對三所學校校長進行研究調查，以瞭解他們如何帶領學校

成為社群一份子的結果發現，有九點重點是有關達成永續發展的重要因素： 

1.整體學校成員在進行有效能思考時，都能適應變革的習慣與學習的思考方式，

並不只是思考策略或工具，成員都成完全瞭解在方法背後的教育學，他們瞭解

為什麼他們能作他們所正在進行的事情。 

2.重新設計課程是孩童後設認知發展意識以及整合新概念的核心方式，沒有什麼

現在所存在的課程是「附屬」的。 

3.每個學校社群的價值和展現於所有學生身上，他們被牽涉進來並且負擔起學校

社群的責任，學生的聲音在學校社群裡是被信賴的。 

4.每間學校在工作上都有一個非常強的核心信念和價值，由整體成員完全被委託

進行。 

5.每個學校成員是非常多樣性的存在，他們具有行動研究的學習與教導能力，並

且具備創造力，也是評論的思想家。 

6.學校社群整體在持續的專業發展方面有很清楚的特徵展現，而且成員持續發展

以及整合是當策略和方法於工作之中。 

7.每個學校社群內彼此互相信任。 

8.成員對於他們所做的事情感到熱情。 

9.三所學校的社群都互相彼此牽連。 

 

至於國內部份有關永續的相關研究，羅涵勻（2005）在進行「國民 

小學永續校園環境規劃與使用之研究」研究發現 1.永續校園環境規劃應繼續實施

並予以推廣；2.「生態景觀教學水池」可多加推廣；3.規劃「生態景觀教學水池」

與「教學農園」應審慎考量設置地點；4.設計時考慮建設經費以及後續維護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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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宜針對學校環境擬定整體且長期的環境規劃內容；6.鼓勵教師參與永續校園環

境規劃；7.學校宜多舉辦相關環境教育研習以充實教師專業知能 

陳俐親（2005）在進行「永續校園計畫的執行歷程研究：以九十二 

年度花蓮五所國小為例」研究發現 1.校長的出身及學經歷會影響各自以教育角度

對校園發展的願景及建構永續校園的推動理念與策略；2.輔導團在學校的創新時

主要是初期的催化劑與簡單的程序幫助與後期的方案資源提供。學校在提案重要

的關鍵階段，必須另覓外部資源來彌補；3.學校校長都稱讚政策計畫目的，期望

永續校園的最終目標是持續自發、而非「反教育」；是環境寧靜革命，要持久才

能有進步的希望。 

游秀華（2005）在進行「永續校園環境改造之成效探討-以台南市國小為例」

研究發現 1.「政策面」部分，學校執行人員均已具備環境改造概念、聯盟學校間

資源分享互動高；2.「執行面」部分，已有多數學校校內團隊分工形成良好互動，

目前學校事務管理人員環境永續概念需再加強、執行及管理概念傳承未落實；3.

「環境設施面」部分仍有許多尚待改善之部分。 

劉懿萱（2005）在進行「國民小學永續校園學校行銷現況及其策略運作之研

究」研究發現 1.永續校園學校行銷的重點在宣揚永續校園環境設施與課程及強化

學生永續觀念與環保行動；2.有計畫的推展行銷工作可增進學校永續特色與理念

的傳播、提升與認同學校口碑與形象、以及爭取更多經費；3.校長在永續校園學

校行銷上所扮演的領導角色為學校管理者、永續理念推動者、行政決策者以及資

源爭取者等。  

    林建棕（2006）在進行「一所百年老校活化創新～永續校園經營之個案研究」

研究發現 1.永續校園的經營是在建構優質的學習環境，親師生共同推動，讓百年

老校活化創新；2.永續校園的經營是危機與轉機持續辯證而前進的歷程；3.校長

是推動永續校園的關鍵人物，校長透過知識管理的過程，傳承永續校園推動經

驗，可為永續校園經營注入持續的活水；4.推動永續校園有助學校在「行政管

理」、「環境營造」、「課程教學」、「生活實踐」等四個面向的創新經營。 

    柯份（2006）在進行「臺北縣國民小學實施永續校園成效及遭遇困境與因應

策略之研究」研究發現 1.整體永續校園環境教育與綠建築的實施成效為中上程

度；2.學教育人員不同職務對永續校園環境教育實施成效的看法，均一致認為「學

校環境教育管理」面向實施成效最好，優於環境教育其他面向；3.實施永續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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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到最大的困境是「缺乏專家學者指導」；4.實施永續校園面對困境時，最可

行的因應策略是「針對不需要花錢的項目先做」等。 

    綜合以上發現，國內研究有關永續發展的研究議題，直到近幾年才有較多的

研究者進行探究，惟主要的研究主題仍僅圍繞在永續發展中的環境層面，有關學

校行政領導的永續部分，尚沒有相關的研究進行分析，因此在國內外面臨重大改

革議題已有一段時日的現在，重新審視教育改革所帶來的影響與其發展的脈絡

時，對照學校整體永續發展的局勢，探究校長永續領導能力更是刻不容緩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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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師傅校長教導課程與永續領導能力之 

關係探討 

壹、師傅校長教導課程與永續領導能力關係之建構 

師傅校長教導課程的施行不可避免的，需從成人學習的角度來瞭解其學習的

方式與阻礙。詹棟樑（2005）認為成人個人學習的特色，包含： 

1.經驗的學習：經驗與學習有密切的關係，林德曼（Eduard Lindeman）指出，經

驗是成人學習者活的教科書，以及諾爾斯提出，成人教育學的特色是成人具有豐

富而多樣化的經驗，經驗是學習的重要資源。成人具有豐富的經驗，透過經驗的

分享，可以滿足經驗學習的需求，成人可從經驗中學習，獲得實用的知能，達到

態度的改變，故經驗是成人學習的重要資源； 

2.經驗也可能是學習的阻力：經驗的學習對成人教育非常重要，因為個人到了成

人獲得經驗是學習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尤其是生活經驗、工作經驗與育樂經驗最

為重要。儘管杜威提出「教育是經驗的改造」，「真正的教育來自於經驗，但是他

也注意到並非所有的經驗均具有教育性，也就是並非所有的經驗均會導致經驗的

更廣泛、更深化的成長； 

3.避免不良經驗的影響：要避免不良的影響，對成人學習而言非常重要，因為人

的一生是學習的過程，所欲到的經驗也非常的多，如何避免不良經驗的影響，是

一個成人值得深思的問題。 

4.數位學習：網際網路的使用，已經重新行塑全球各地對人類生活的認知。除了

資源貧窮地區外，人類已脫離依賴大量滿無需求，建立起工業物質主義的時代，

進入以開發潛能致力於生活層面整合的知識社會時代。 

5.知識地圖：知識地圖是以圖形顯示方式，將相關概念予以組合，進而提供相關

概念的關係。在後現代的時代中，建立了許多的知識庫，將知識存放在影碟裡，

如果人們需要用到時，可將其播放出來。 

因此，成人學習者的教導，相較於孩童或青少年而言，其「經驗世界」的存

在與獲得將是學習者是否獲得學習的重要關鍵，無疑在師傅校長課程的施行中，

師傅校長如何進行教導，成人學習者如何轉化其既有經驗，結合新吸收到的經驗

素材，兩者相互激盪、反省與產出，將是師傅校長教導課程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

若能透過科技的運用，網際網路及知識地圖的開展，加以轉化成人經驗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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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在師傅校長教導課程之中，對於師傅校長經驗傳承的產出將有更大的成效。 

然則當初任校長或繼任校長新進到一所學校中時，若無師傅校長的引領，將

會產生知識斷層的危機，進而影響到學校整體運作與發展。Beazley、Boenisch

與 Harden（2003）指出新經濟中最重要的四項管理概念：「不斷進步」、「致

力提升品質」、「不斷創新」及「建立組織學習機制」，其必須建立在有效的知

識延續上。不能順利推展知識延續機制的企業，都不是進步的組織，因為讓知識

大量流失的企業絕對無法從失敗中學習，或是有效運用每個成功經驗。因此企業

不應該將員工離職造成的知識流失視為理所當然，尤其是身處資訊時代的企業，

更不能坐以待斃。彼得杜拉克曾說：「組織愈想領導變革，就愈需要從內部與外

部建立延續機制，找出變動與延續之間的平衡點。」而這個平衡機制必須建立在

新、舊員工的知識傳承上。而知識斷層發生後將會產生七大危機： 

1. 知識真空：通常發生在少數擁有關鍵專業知識的員工離職的時候，也可能因

為人員的疏忽與不小心而產生。 

2. 知識恐慌：當組織中的某個人或某份文件有新進人員所需要的知識，卻只有

離職員工知道這個人或文件在哪裡的時候。和知識真空不同的是，知識實際

上就在公司的某個角落。 

3. 知識困惑：通常發生在前任員工移交的專業知識不夠充足、不易理解或過於

凌亂，以致無法有效利用。和知識恐慌相似，不同的是新進人員的確傳承到

一些知識，卻不足以執行職務。 

4. 資訊過量：知識卻不足：當新進人員遇到過多資訊、而不是精闢知識時會發

生，當資訊無法及時轉換成知識，就等於沒有知識。 

5. 知識填鴨：發生在將一大堆過時、不正確或不重要的資訊丟給新進人員的時

候，要分析、整合或決定放棄這類知識相當耗時，根本不值得浪費時間。 

6. 知識狂想：發生在知識不充分的情況，並在不同程度下隨著前幾項危機一起

出現。當繼任員工在一無所知的迷宮裡漫遊時，會發展出錯誤的假設、邏輯

謬誤的理論來做出決策、引導行動。 

7. 知識僵固：源自於不院改變、抗拒修正形式方法的組織文化。 

此觀點正如同 Hargreaves 與 Fink（2006）整理出在永續領導中維護傳承部

分最基礎以及最深遠的課題，包含以下幾點：1.我們必須認知過去，維護過去最

好以及從中學習；2.原始、差異以及無秩序的存在是我們生活與工作中最豐富以

及美麗的；3.過去（past）不僅純樸，並且純淨，但不可過度使其傳奇化；4.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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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什麼重要的議題，例如以孩童為中心的學習、教師發展課程等，都應該一再被

重複重視：5.我們過去的經驗都應該被視為今日的責任進行闡明；6.我們是自然

與過去的一部份，不可全然分割；7.當領導者或改革者企圖消除或貶低過去，則

他們亦創造了憤怒以及孤立的情況；8.重點在於並非忽視或阻止過去，應當從過

去當中學習。初到一所學校的校長，面對永續的議題，必須要經由前人的經驗，

獲取知識與智慧，幫助其瞭解學校的過去，並以建基於過去的歷史與發展之上，

開闊學校未來的新方向。 

張明輝（2005）亦從學校行政的觀點探究永續領導的啟示，認為吾人不僅要

發掘正確的領導者，或是訓練他們具有一套領導的相關能力，而且要建立一個永

續領導的系統或環境，讓學校改革能廣泛且持續，因而嘉惠學校中所有學生。因

此提出五項學校經營的永續領導策略，簡述如下： 

1.學校領導者應強化永續領導的觀念並建構永續學習的環境：領導經驗的傳承，

有賴永續的學習過程以達到延續管理的目標。在學校行政層面，包括學校校長、

主任及組長等學校行政主管，能將多年行政所累積的經驗與隱性知識，透過「學

習型組織」傳承；在學校教學層面，資深優良教師的豐富教學經驗，也可透過

「同儕教學視導」制度進行教學經驗的傳承。 

2.學校領導者宜掌握校務發展的持續性及計畫性的變革步調，以維持校務的穩健

進步與發展：學校領導者必須秉持耐心，採取機化性的變革措施，研擬學校發

展的中長程計畫並逐步加以推動。 

3.透過校務會議的決策機制，延續學校經營重要計畫：為避免學校經營發生「人

去政息」的現象，應將重要的校務經營計畫或學校行政措施，透過民主化的校

務會議決策機制形成決議。 

4.學校領導者應以寬闊的胸襟與視野，延續前任領導者的優良政績並開創未來願

景：現任領導者宜與前任或繼任者，維持良好的人際互動並能相互諮詢與協助，

共謀學校的進步與發展，如此才能符合永續領導的精神。 

5.學校領導者應保持高度的敏感性並能積極主動任事，以因應未來的工作環境：

學校領導者宜能充分掌握學校組織中各類社群的運作現況，並能持續建構學校

行政與教學的網絡；並應堅持正確的教育理念而不隨波逐流，有勇氣面對學校

經營困境與挑戰，將學校的優質文化傳統永續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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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nham（n.d.）亦從永續的觀點，將永續領導專業劃分為三大層面，1.第一

層面包含：要求回饋（ask for feedback）、從成員與家長身上尋找回饋（seek 

feedback from staff and parents）、發展支持，師傅教導與指導（develop support, 

mentoring and coaching）、諮商或建立型領導者是強大支持來源（consultant leaders 

or established leaders are a rich source of support）； 

2.第二層面包含：分散領導（distribute leadership）、找對人（find the right people）、

授權（delegate）、發展非教導團隊的技術/角色（develop the skills/role of 

non-teaching staff）； 

3.第三層面包含：減少隔離（reduce isolation）、促進對話（facilitate dialogue）、

透過網路面對面（network and share both face to face and online）、思考領導風格

（consider leadership style）、針對不同情況施行不同領導風格（different styles for 

different points in a school’s development）、領導團隊的形成幫助減少隔離

（leadership teams help minimize isolation）、地方或國家網絡可達永續和動機

（local or national networks can be sustaining and motiv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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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永續領導（Sustaining leadership）關係圖 
資料來源： Burnham (n.d.). NCSL 

要求回饋 

永續領導專業 

領導團隊的形成

幫助減少隔離 

地方或國家網絡

可達永續和動機 

分散領導 

針對不同情況施

行不同領導風格 

思考領導風格 

減少隔離 

透過網路面對面 

促進對話 找對人 

授權 

發展非教導團隊

的技術/角色 

諮商或建立型領導

者是強大支持來源 

發展支持、師傅

教導與指導 

從成員與家長身

上尋找回饋 



國民小學師傅校長教導課程與永續領導能力關係之研究 

78 

師傅校長 

教導課程 

校長永續 

領導能力 

區域網絡 

資源建立 

對話/傳授 延續/提供 

發展/永續 

因此，研究者就 Burnham（n.d.）的三個層面繪製師傅校長教導課程與永續

領導能力關係循環圖（圖 2-4）。由師傅校長教導課程在校長培訓期間教導候用或

初任校長經營學校之「知能智慧」；示範候用或初任校長實務現場之「場域智慧」；

傳授候用或初任校長延續發展之「經典智慧」等三種智慧，透過專業持續對話的

方式形成候用或初任校長永續領導之能力，包含「深廣學習能力」、「延續發展能

力」、「分佈領導能力」、「社群連結能力」、「差異凝聚能力」、「發展資源能力」、「維

護傳承能力」等七大能力。經由獲得永續領導之能力，校長得以發展、永續其學

校，並透過建立區域網絡、學習社群的模式將資源加以建立連結，而師傅校長專

業能力展現的方式，亦可以透過區域網絡以及學習社群的模式將三種經驗加以傳

授，給予候用或初任校長更多元的協助，且其協助達其終身，並可透過資源網絡

的建立而獲得，如此循環不息。 

 

 

 

 

 

 

 

 

 

 

 

圖 2-4  師傅校長教導課程與永續領導能力關係循環圖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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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師傅校長教導課程與永續領導能力資源之建置 

    師傅校長教導課程與永續領導能力的資源建構，目前有許多相關的社群進行

網站的建置，說明如下： 

一、The Oral History of the Principalship
（http://scholar.lib.vt.edu/faculty_archives/principalship/） 
    此網站建置於 1986 年，其建置的目的在於透過語音記錄傳承有經驗的校長

治校理念的事蹟。不僅研究相關的學者可進入此網站進行重要資料的蒐集，更重

要的是，此網站提供經驗傳承的平台，給予任何有需要的校長一個學習的機會，

正如同師傅校長教導般可獲得最寶貴的「知能智慧」、「場域智慧」與「經典智慧」。 

    口頭的歷史能捕捉任何生命的訊息，即使是零碎的部分，此種方式是紙本歷

史所無法傳達的，因為使用這種方法來進行記錄，可透過語音的資料感受到一個

回答者的人格的感覺，幫助吾人理解更多東西，包含「這個人真的是誰？」，並

且提供一種回答者其內部想法和動機的暗示，這些部分都可以透過語音記錄中的

音調、聲音音色察覺出來，而這種顯現出來的人格對於候用校長或初任校長而

言，或許是更大的幫助。 

    使用的方式非常簡易，可直接採用字母排列的方式檢索到想要學習的校長，

透過語音記錄與文字記錄，對於經驗傳承的永續發展，相信必然有所助益。 

 

二、Education World（http://www.educationworld.com/） 
此網站中，設置相當多的專區供教育人員獲取資源，有為課程設計、專業發

展、行政人員實務、科技整合以及學校議題等五大類，資源相當豐富。 

其中，在此網站中所設置的行政人員辦公桌（administrator’s desk）專區，

內容相當豐富，有許多富有經驗，表現績優的校長會在此發表專題文章，其下並

設有校長檔案（principal profiles），每週 Education World 會挑選出不同學校的校

長或副校長，由其回應提供其洞察與經驗等能力，例如學校行政一天是怎樣的，

以及身為學校領導者所面臨到的特殊挑戰為何等。 

 

三、美國小學校長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 NAESP- http://www.naesp.org/） 

美國小學校長協會（NAESP）成立於 1921 年，由一群想要增進專業能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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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所組成，其成立宗旨在於提供校長們各方面的協助，以幫助孩童的成長。其

下設立 Mentor Center，為幫助校長生涯的發展，每一年將會從 NAESP 的成員中

選出任期三年以內的初任校長，由師傅校長提供建議，並發展出 PALS（Principal 

Advisory Leadership Service）的服務系統。 

    PALS 會選擇有品質且經過訓練後的師傅校長進行與徒弟校長的配對，提供

各方面所需的服務，其更希望夠過此服務系統的成立，建構出一套師傅校長的證

照機制（certified mentor-training program），以建立出師傅校長證照標準。此外

PALS 蒐集全國各州校長的觀點，利用網絡連結的方式，企圖建構出一套師傅教

導的模式（mentor models），透過蒐集與分享的經驗，給予初任校長增能的機會。 

     

四、國立教育資料館-校長專業發展資源服務系統

（http://192.192.169.230/edu_pdr/index.htm） 
國內部分，由國立教育資料館所建置之「校長專業發展資源服務系統」，其

目的在提供我國中小學校長專業發展所需的資源服務。亦即希望藉由校長專業發

展相關論文、研究報告、影帶、網站等資源，以提供校長專業發展及成長的參考；

其次，透過逐步漸進式的「校長個別化專業發展計畫」之引導，以做為校長在專

業發長上的自我診斷、分析、省思與發展的參酌；此外邀請現職校長實施專業發

展與校務領導的經驗分享，則也是本系統的另一個重要目的。 

    因此，系統內容共分為七大部份，除第一部份屬於網站簡介及導覽外，其餘

各部份分別是：校長專業發展研究報告、國民中小學校長專業能力發展標準、校

長專業能力發展資源檔、校長個別化專業發展計畫、校長經驗分享、校長專業發

展相關資源、教育研究相關資源等。 

    其中之「校長經驗分享」部分，除邀請有經驗之現職校長將其個人專業發展

計畫內容提供下載外，並透過辦學理念、校務領導的影片分享，達到類似 The Oral 

History of the Principalship 網站的功用，不僅如此，更針對每位提供經驗的現職

校長，建置互動的討論區，以提供國內校長更多可參酌分享實務經驗的機會，並

藉由網路資源的共享，以提升校長辦學經營的專業能力。 

 

    綜合以上內容可知，師傅校長教導課程與永續領導能力之間因承接過去、現

在與未來的時間架構，在空間上透過經驗傳承的分享與經驗智慧的展現，對於候

用或初任校長在進入職場之前與之後有極重大的意義。而師傅校長教導課程與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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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永續領導能力兩個議題，除國內外有相關的機構與研究分別進行探究，並建置

網絡加以連結外，目前尚無直接的研究針對兩者之間的關係進行深入探究，因此

研究者即針對兩者間的關係進行研究，企盼能對於師傅校長教導課程與永續領導

能力間的關係探討有所貢獻，以對我國教育領導者的專業發展有所助益。 

 

 

 

 




